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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1.1 目的 
本文档对 IM-JavaEE Framework 的详细式样进行了说明。 

1.2 本文档使用范围 
本文档intra-mart Accel Platform记载了附属的 IM-JavaEE Framework 式样。关于各种限制事项或动作环

境等依赖于此。 

 

本文档对 IM-JavaEE Framework 的接口和外部式样进行了说明。另外，虽然对组件的使用方法及步骤等内

部式样进行了部分提示，但未涉及到内部实现等方面。 

 

为了强化说明效果，本文档中提示了多个示例。这些示例的首要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各章节的式样，并非

程序或系统的最优解。因此，有的示例有意省略了部分异常处理。 

 

虽然当读者进行与上流工程有关的工作时，本文档也包含有用信息，但未涉及到项目管理和业务分析等详

细方法。 

 

本文档未涉及到 JavaTM Standard Edition (J2SE)或 JavaTM Enterprise Edition (JavaEE)的详细内容。 

1.3 本文档面向的读者 
本文档面向的读者如下。 

 设计者 

面向设计者，提供了应该是什么样的接口式样，以及应该如何分割组件的信息。 

 实现者 

面向实现者，提供了用于生成组件的信息及其式样。 

 

本文档没有为项目管理员和业务分析员等提供明确的信息。只限于用作进行具体分析、管理时的参考。 

 

另外，最好能够对下述技术和方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JavaTM Standard Edition 

 JavaTM Enterprise Edition 

 UML 

 设计模式 

 XML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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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构成 
本文档的构成如下。 

 “2 应用程序构成”中对于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生成应用程序时的构成进行了说明。 

 “3 服务框架”～“7 日志框架”对于 IM-JavaEE Framework 子框架的详细动作和接口、组件的生

成方法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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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程序构成 

2.1 概要 
IM-JavaEE Framework 是中/大规模 Web 系统的构筑基础平台。在 IM-JavaEE Framework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是根据 Sun Microsystems 提倡的 BluePrints[4]构成的。 

2.2 构成 

2.2.1 全体 

应用程序构成如“图 2-1 应用程序的构成”所示。 

 

EIS層EJB層Web層

サービス

イベント

データ

BluePrintsにおける区分

im-J2EE Frameworkのサブフレームワーク

Client層

 
图 2-1 应用程序的构成 

 

各子框架概要如下。 

 受理来自服务框架（参照“3 服务框架”） 

客户端（主要是浏览器）的请求，进行画面跳转并显示画面。 

 进行事件框架（参照“4 事件框架”）的 

某些处理。 

 与数据框架（参照“5 数据框架”） 

EIS 层（数据库和既存系统等）联动，进行数据交互。 

 

另外，与系统全体相关的子框架如下。 

 取得消息框架（参照“2.2.5 消息框架”） 

与地域相对应的消息。 

 输出日志框架（参照“7 日志框架”） 

日志。 

 

各子框架的协调关系如“图  2-2 框架间的协调关系”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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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ービスフレームワーク イベントフレームワーク

データフレームワーク

処理を依頼する

データのやり取りを行う

 
图  2-2 框架间的协调关系 

 

2.2.2 服务框架 

服务框架会在 Web 层处理来自客户端（主要是浏览器）的请求。服务框架会接受输入（来自浏览器的请求），

分配与要求相对应的处理，并控制向下一个画面的跳转。 

建议不要在此处记述对于要求的详细处理，而是在事件框架中进行处理。 

2.2.3 事件框架 

事件框架中会针对输入内容进行某些处理，并控制用于返回处理结果的业务逻辑。虽然也可在服务框架中

嵌入业务逻辑，但更通用的方法是事件框架使用业务逻辑。 

2.2.4 数据框架 

数据框架会与 EIS 层（数据库和既存系统等）联动，进行数据交互。虽然一般来说对于数据存储的访问方

法各自不同，但数据框架中提供了无需调用侧识别出其访问方法便可进行编码的方法。 

2.2.5 消息框架 

消息框架会取得与地域相对应的消息。国际化了的应用程序中，提供了根据各自地域区域取得与地域相对

应字符串的方法。 

2.2.6 日志框架 

日志框架可输出日志。虽然日志的输出时间和内容、输出位置及其格式各不相同，日志框架中提供了分别

管理这些内容的方法。 

 

2.2.7 属性 

IM-JavaEE Framework 中有应用程序的概念。应用程序是将多个组件汇集到一起的单位。可通过设定属性来

将应用程序和组件关联起来。属性设定信息的取得是通过 PropertyHandler 来进行的。存在与各个子框架

对应的 PropertyHandler，也有专用于个别应用程序的 PropertyHandler 和可用于全部应用程序的共通

Property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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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コンポーネントプロパティ

Ａ業務

Ａ業務用の
プロパティ

Ｂ業務

Ｂ業務用の
プロパティ

Ｃ業務

Ｃ業務用の
プロパティ

共通の
プロパティ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個別

共通

～PropertyHandler

 
图  2-3 PropertyHandler 

 

2.2.7.1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是将多个组件间的关联汇集到一起的单位。各个应用程序可通过应用程序 ID 或应用程序名来识

别，是 IM-JavaEE Framework 的基本单位。从 PropertyHandler 取得应用程序的个别属性时，需要指定应

用程序 ID 和应用程序名。 

2.2.7.2 共通 

属性中存在不依存于应用程序的属性。这些属性中没有应用程序 ID 和应用程序名。从 PropertyHandler 取

得应用程序共通属性时，不用指定应用程序 ID 或应用程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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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框架 

3.1 概要 
构筑 Web 系统时，用户可见的主要使用形态一般有两种：1)从浏览器将信息发送给服务器、2)显示服务器

侧的处理结果。 

 

另外，为了使输入和显示支持多个地域，需要将应用程序国际化。 

 

服务框架按照这一系列流程将共通部分进行了框架化。 

3.2 构成 

3.2.1 配置元素 

IM-JavaEE Framework 中把与来自 Web 客户端（主要是浏览器）的某些请求相对应的画面跳转作为“服务”

单位来处理。。可通过应用程序 ID 与服务 ID 的组合来唯一识别服务。各个服务中可最多与被称为

ServiceController 和 Transition 的组件各建立一个关联，并可建立与多个要跳转到的画面的关联。这些

关系如“图 3-1 服务的构成”所示。 

 

Webクライアント
（主にWebブラウザ）

applicationA

applicationB

S2

T2

T1

V1

V2

S1

V3

V4

service1

service2

service2

service1

Transition 画面
Service

Controller
サービス

 
图 3-1 服务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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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服务的构成”中对下述内容进行了说明。 

 应用程序 ID为 applicationA、服务 ID为 service1的服务与 ServiceController S1、Transition T1、

要跳转到的画面 V1 建立了关联。 

 应用程序 ID 为 applicationA、服务 ID 为 service2 的服务虽然建立了与 ServiceController S2、

要跳转到的画面 V2 的关联，但没有建立和 Transition 的关联。 

 应用程序 ID为 applicationB、服务 ID为 service1 的服务建立了与 Transition T2、要跳转到的画

面候选 V2和 V3 的关联，但没有建立与 ServiceController的关联。 

 应用程序 ID 为 applicationB、服务 ID 为 service2 的服务即未和 ServiceController 也未和

Transition 建立关联，与要跳转到的画面 V4 建立了关联。 

3.2.1.1 服务 

服务是 IM-JavaEE Framework服务框架的最基本的单位。各个服务是由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唯一决定的。 

3.2.1.2 ServiceController 

ServiceController 会对请求进行输入检查和处理。关于 ServiceController 的详细说明，在“3.5.5 处

理”中有记述。 

3.2.1.3 Transition 

Transition 会在跳转到下一个画面时进行准备和实际的跳转处理。关于 Transition 的详细说明，在“3.5.6 

跳转处理”中有记述。 

3.2.2 动作 

对于请求，IM-JavaEE Framework 服务框架会按照下述顺序启动各组件。 

 

1. 从请求取得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2. 确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相对应的服务。 

3. 若在服务中建立了与 ServiceController 的关联，会启动该 ServiceController 的输入处理。 

4. 若服务中建立了与 Transition的关联，会启动该 Transition的跳转处理。 

 

关于详细说明，在“3.5 画面跳转”中有记述。 

3.3 请求时的前处理 
从 Web 客户端（主要是 Web 浏览器）发送了请求时，IM-JavaEE Framework 会在开始各种处理前进行若干前

处理。前处理使用了 Servlet 2.3 式样的过滤器功能。跳转到 IM-JavaEE Framework 画面后的前处理内容

如“图  3-2 请求时的前处理”所示。 

 



intra-mart IM-JavaEE Framework 式样书 

 

Page 8 Copyright 2000-2012 株式会社 NTT 数据 英特玛 All rights Reserved. 

 

ブラウザ
Service
Servlet

Locale
Filter

FileUpload
Filter

リクエスト送信

処理

Encoding
Filter

 
图  3-2 请求时的前处理 

 

3.3.1 区域 

生成国际化了的应用程序时，需要确定与当前请求相对应的是哪个区域。另外，由于同一用户持续使用应

用程序时区域通常不会发生变化，将区域登记在会话中通常会比较方便一些。 

 

IM-JavaEE Framework 中为了能够方便地进行这些操作，提供了区域过滤器。区域过滤器会通过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Manager 的 getLocale 方法来确定并取得当前区域，

将其内容登记到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中。 

3.3.1.1 动作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LocaleFilter 会确定并取得请求的区域，将其内容登记到

HttpSession 中。此过滤器的动作如“图 3-3 LocaleFilter 的处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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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Chain
Service
Manager

Encoding
Filter

ServiceProperty
Handler

request:
HttpServletRequest

(5)doFilter

(1)getLocale(request, response)

(3)getLocaleAttributeName

(2)getSession(false)

response:
HttpServletResponse

session:
HttpSession

session

locale

locale:
Locale

<<create>>

locale_attirbute_name

(4)setAttribute(locale_attirbute_name, locale)

 
图 3-3 LocaleFilter 的处理 

 

区域过滤器的处理内容如下所示。 

 

1. 使用 ServiceManager的 getLocale 方法取得与当前请求相对应的区域。 

2. 取得 HttpSession。若 HttpSession 不存在，则随后不会进行区域相关处理，而是将处理传递给下

一个过滤器。 

3. 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使用 getLocaleAttributeName 方法）取得在将客户端区域设定到

会话中时的属性名。 

4. 将取得的区域设定到 HttpSession 中。 

5. 将处理传递给下一个过滤器。 

3.3.1.2 区域的确定方法 

ServiceManager 的 getLocale方法中会按照下述的顺序尝试取得区域。在取得 null 以外的值时确定该区域

并返回其值。 

 

1. 在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中登记的区域（参照“3.3.1.2.1 在 HttpSession 中登记的

区域”） 

2. 从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的区域（参照“3.3.1.2.2 从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的

区域”） 

3. 通过 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 的 getLocale 方法取得的区域 

4. 通过 java.util.Locale的 getDefault 方法取得的区域 

 

想按照独自的方法确定区域时，可通过事先在 HttpSession 中设定区域来实现。这样的话，区域过滤器中

会满足条件(1)，并确定在随后访问中的区域。另外，若在访问或处理中途变更此值，随后的处理中也会使

用变更了的区域。例如，想变更每个登录用户的区域时，可通过登录处理在 HttpSession 中设定区域来实

现。另外，即使是在登录后的访问途中通过区域变更请求处理等变更此值后，随后的访问中也会按照新区

域继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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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1 在 HttpSession 中登记的区域 

此方法会尝试从 HttpSession 的属性中取得区域。此时的属性名为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LocaleAttributeName 方法（参照“3.4.4.1.5 区域属性名”）取得的值。 

3.3.1.2.2 从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的区域 

此方法会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ClientLocale方法（参照“3.4.4.1.4 客户端区域”）尝试

取得区域。 

3.3.1.3 区域过滤器的应用 

若要使用区域过滤器需要进行下述设定。 

 web.xml 设定 

 区域设定 

3.3.1.3.1 web.xml 设定 

区域过滤器使用了 Servlet 2.3 的 Filter 功能。若要使此过滤器有效，需要在 web.xml 中将下述类设定为

Filt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LocaleFilter 

 

安装了 intra-mart 时，标准设定如下。 

 在传递请求前由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Servlet 来执行。 

3.3.1.3.2 区域设定 

要唯一确定从客户端发送的请求的区域时，其设定是按照“3.4.4.1.4 客户端区域”中定义的项目来进行

的。由于设定方法依存于使用的 ServicePropertyHandler，请参照关联资料。 

3.3.2 编码 

作为现状，在发送信息时 Web浏览器多数都不会发送编码信息。此时，Servlet 会将来自客户端的编码当成

ISO-8859-1 来处理（参照“JavaTM Servlet Specification Version 2.3”[5]的“SRV.4.9 Request data 

encoding”）。因此，使用 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 的 getParameter 等方法取得发送的内容时，

有可能无法取得正确的字符串。 

 

为 了 解 决 此 问 题 ， IM-JavaEE Framework 提 供 了 编 码 过 滤 器 。 编 码 过 滤 器 通 过 使 用

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 的 setCharacterEncoding 方法来设定客户端的编码。这样，即使使用

getParameter 等方法也可以不用变换编码顺利完成处理。 

3.3.2.1 动作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EncodingFilter 会确定使用哪种编码来发送请求内容。此过

滤器的动作如“图 3-4 EncodingFilter 的处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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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ChainServiceManagerEncodingFilter
response:

HttpServletResponse
request:

HttpServletRequest

(6)doFilter

(1)getEncoding(request, response)

(2)getSession(false)

(5)setCharacterEncoding

session:
HttpSession

(4)setAttribute(client_encoding_name, client_encoding)

ServicePropertyHandler

(3)getEncodingAttributeName

client_encoding_name

client_encoding

session

 
图 3-4 EncodingFilter的处理 

 

编码过滤器的处理内容如下所述。 

 

1. 使用 ServiceManager的 getEncoding 方法取得请求的编码。 

2. 取得 HttpSession。若 HttpSession 不存在，则不进行(3)(4)的处理。 

3. 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使用 getEncodingAttributeName 方法）取得将客户端编码设定到

会话中时的属性名。 

4. 将取得的编码设定到 HttpSession 中。 

5. 将取得的编码设定到 ServletRequest 中。 

6. 将处理传递给下一个过滤器。 

3.3.2.2 编码的确定方法 

ServiceManager 的 getEncoding 方法会按照下述顺序尝试取得编码。在取得 null 以外的值时确定使用该编

码并返回其值。 

 

1. javax.servlet.http.HttpSession 中登记的编码（参照“3.3.2.2.1 在 HttpSession 中登记的编

码”） 

2. 从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的编码（参照“3.3.2.2.2 从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的

编码”） 

3. 通过 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 的 getCharacterEncoding 方法取得的编码 

3.3.2.2.1 在 HttpSession 中登记的编码 

此方法会尝试从 HttpSession 的属性中取得编码。此时的属性名为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EncodingAttributeName 方法（参照“3.4.4.1.3 编码属性名”）取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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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2 从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的编码 

此方法会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ClientEncoding 方法（参照“3.4.4.1.2 客户端编码”）尝

试取得区域。 

3.3.2.3 编码过滤器的应用 

若要使用编码过滤器，需要进行下述设定。 

 web.xml 设定 

 编码设定 

3.3.2.3.1 web.xml 设定 

编码过滤器使用了 Servlet 2.3 的 Filter 功能。若要使此过滤器有效，需要在 web.xml 中将下述类设定为

Filt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EncodingFilter 

 

安装了 intra-mart 时，标准设定如下。 

 在传递请求前由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Servlet 来执行。 

 在与上述 Servlet 关联的过滤器的中最先被执行
1
。 

3.3.2.3.2 编码设定 

按照“3.4.4.1.2 客户端编码”中定义的项目来设定从客户端发送的请求的编码。由于设定方法依存于使

用的 ServicePropertyHandler，请参照关联资料。 

3.3.3 文件上传 

收到了来自浏览器的文件上传请求时，取得文件数据的一般方法步骤大致如下： 

 

1. 从请求取得输入流（javax.servlet.ServletRequest 的 getInputStream 等）。 

2. 从取得的输入流中读取文件数据。 

 

但是，一旦从请求取得流后，将无法使用与参数取得相关联的方法（getParameter 等）。虽然可独自分析

输入流内容并取得参数信息，需要花费一些相应的功夫。 

 

IM-JavaEE Framework 中为了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文件上传过滤器。在收到文件上传请求时，为了能够像通常

请求一样可使用取得参数的方法（getParameter 等），与此同时也可取得上传文件，文件上传过滤器提供

了相应方法。 

3.3.3.1 动作 

在发生了上传文件的请求时，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FileUploadFilter 提供了可通

过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ControllerAdapter子类方便地取得参数和上传文

件 的 方 法 。 通 过 使 用 此 过 滤 器 ， 可 通 过 如 “ 图   3-5 使 用 了 FileUploadFilter 时 的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所示的方法取得上传的文件，也可使用与处理通常请求一样方法来取得参数

（getParameter 等方法）。 

 

                                                                 
1  由于需要在读入请求参数和输入内容前调用 ServletRequest的 setCharacterEncoding方法，被尽可能配置在了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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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rvletRequest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の

サブクラス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http

MultipartFormData.Entity

(2)ファイル情報取得（getInputStream等）

(4)パラメータ取得（getParameter等）

(1)getEntity("filename")

(3)getRequest

 

图  3-5 使用了 FileUploadFilter 时的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使用了文件上传过滤器时的文件取得以及参数取得方法如下所示。 

 

1. 使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的 getEntity 方法取得 MultiPartFormData.Entity。 

2. 从 MultiPartFormData.Entity中（通过 getInputStream 等方法）取得文件内容。 

3. 使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的 getRequest 方法取得 HttpServletRequest。 

4. 取得请求参数。 

3.3.3.2 文件上传过滤器的应用 

若要使用文件上传过滤器，需要进行下述设定。 

 来自浏览器的请求 

 web.xml 设定 

3.3.3.2.1 来自浏览器的请求 

文件上传过滤器只适用于满足下述全部条件的来自浏览器的请求。 

 请求方法为"POST"。此时，与字符大小写无关。 

 请求的 ContentType 为"multipart/form-data"。 

 

若从浏览器发送来的请求不满足上述条件，则文件上传过滤器不作任何动作。 

3.3.3.2.2 web.xml 设定 

文件上传过滤器使用了 Servlet 2.3的 Filter 功能。若要使此过滤器有效，需要在 web.xml 中将下述类设

定为 Filt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FileUploadFilter 

 

安装了 intra-mart 时，标准设定如下。 

 在传递请求前由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Servlet 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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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码过滤器（参照“3.3.2 编码”）之后执行
2
。 

 

不推荐在文件上传过滤器之后替换请求的编码方式。此时，不保证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的 getEntity

方法的动作正确。不推荐的例子列举如下。 

 在请求时，在上传过滤器之后添加生成独自的 HttpServletRequest 并执行 doFilter 的过滤器。 

 在上传过滤器执行后，生成独自的 HttpServletRequest 并前进。 

3.4 与服务相关的属性 
IM-JavaEE Framework 服 务 框 架 中 可 通 过 外 部 设 定 各 种 各 样 的 属 性 。 可 通 过 使 用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PropertyHandler 接口的类来 取得 服务属 性。

IM-JavaEE Framework 中标配有实现了此接口的多个实现类（参照“图 3-6 ServicePropertyHandler”）。

IM-JavaEE Framework 中未特别规定服务属性的设定方法，该设定方法依存于实现了前述接口的类。 

 

<<interface>>
ServicePropertyHandler

Default
ServicePropertyHandler

TextFile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独自に開発した
ServicePropertyHandler

Ｘｍｌ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图 3-6 ServicePropertyHandler 

3.4.1 取得与服务相关的属性 

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取得与服务相关的属性。可通过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 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ervice.ServiceManager 来取得 ServicePropertyHandler。必须通过此方

法来取得 ServicePropertyHandler，开发者不可自己显式生成此 ServicePropertyHandler实现类（通过调

用 new 或 java.lang.Class 的 newInstance 方法生成实例，或使用映像来生成实例）。 

 

与取得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和取得属性相关的步骤如“图 3-7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所

示。 

Service
Manage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
Manager

Service
PropertyHandler

(1)getServicePropertyHandler
(2)getPropertyHandler("service")

(3)get～

  

图 3-7 ServicePropertyHandler的取得 

                                                                 
2 若不将其配置于此位置，则不保证 IM-JavaEE Framework 的动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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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ServiceManager 取得 ServicePropertyHandler。 

2. ServiceManager内部会从 PropertyManager取得 ServicePropertyHandler并将其返回到应用程序。

此部分是在 ServiceManager 内部进行的，不需要开发者特别认识到。 

3. 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取得各种属性。 

3.4.2 标配的 ServicePropertyHandler 

IM-JavaEE Framework 中 提 供 了 若 干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类。由于各自的设定方法和其特

性各不相同，可根据使用者进行相应必要切换。 

3.4.2.1 DefaultService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DefaultServicePropertyHandler。属性设定是通过资

源 文 件 来 进 行 的 。 资 源 文 件 的 内 容 格 式 是 “ 属 性 名 = 属 性 的 值 ” 。 可 使 用 字 符 等 遵 从

java.util.ResourceBundle 的要求。 

 

需要将此资源文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下。关于资源文件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

息，请参照 API 列表。 

3.4.2.2 TextFileService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TextFileServicePropertyHandler。虽然使用了与

DefaultServicePropertyHandler 相同格式的资源文件，但有下述不同点。 

 不需要直达类路径。 

 可将其配置到文件系统的任意的场所，只要是可从应用程序参照的场所即可。 

 根据设定情况，可在不停止应用程序的情况下重新读入资源文件。 

 

关于资源文件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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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XmlService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XmlServicePropertyHandler。属性设定是以 XML 格式

来进行的。需要将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中，将带有固有 ID和 Java 包路径的 ID 作为应用程序

ID 。 例 如 ， 应 用 程 序 ID 是 “foo.bar.example” 时 ， 其 配 置 的 类 路 径 是

“foo/bar/service-config-example.xml”。 

另外，XmlServicePropertyHandler 支持动态读取。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3.4.3 独自 ServicePropertyHandler 

开发者独自生成 ServicePropertyHandler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PropertyHandler 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全部方法都能返回适当值（参照“3.4.4 属性内容”）。 

 isDynamic()方法返回 false 时，应用程序服务器不重新启动的话，取得属性的方法不会变化。 

3.4.4 属性内容 

虽然根据运行时使用的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种类不同，服务相关属性的设定方法也不同，但从概念上

来说是相同的。 

 

另外，大多数属性（若干异常除外）都已被国际化，可设定与地域相对应的值。 

 

服务相关属性的内容如下。 

3.4.4.1 共通 

3.4.4.1.1 动态读取 

可通过 isDynamic()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此方法返回值为 true 时，需要以每次能够读取设定信息的方式实现由此接口定义的各属性取得方法（get～

方法）。为 false 时，各属性取得方法也可考虑性能在内部缓存所取得的值。 

3.4.4.1.2 客户端编码 

可通过 getClientEncoding()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设定由浏览器发送的请求内容的编码。省略时，不对请求进行字符编码转换。 

3.4.4.1.3 编码属性名 

可通过 getEncodingAttributeName()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设定事先将登录用户使用的编码保存到 HttpSessionn 中时所用的属性名。若未设定，则将

ServicePropertyHandler.DEFAULT_ENCODING_ATTRIBUTE
3
的值作为设定值。 

3.4.4.1.4 客户端区域 

可通过 getClientLocale()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3  IM-JavaEE Framework 5.0 之后的版本中，此值是"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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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客户端使用的区域。省略时，认为设定了 null。 

3.4.4.1.5 区域属性名 

可通过 getLocaleAttributeName()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设定事先将登录用户使用的区域保存到 HttpSessionn 中时所用的属性名。若未设定，则将

ServicePropertyHandler.DEFAULT_LOCALE_ATTRIBUTE
4
的值作为设定值。 

3.4.4.1.6 context 路径 

注意：此属性为非推荐属性，建议不要设定。 

可通过 getContextPath()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设定 IM-JavaEE Framework 运行时的 Web 应用程序 context路径。指定路径时，必须以"/"开头。省略时，

返回 null。 

3.4.4.1.7 异常属性名 

可通过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方法取得。不支持地域。 

 

设 定 将 异 常 传 递 到 异 常 页 面 时 的 请 求 的 属 性 名 。 省 略 时 ， 返 回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PropertyHandler.DEFAULT_EXCEPTION_ATTRIBUTE 值

（"exception"）。 

3.4.4.1.8 默认输入错误页面路径 

可通过 getInputErrorPagePath()方法或 getInputErrorPagePath(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默认的输入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

会抛出 ServicePropertyException。 

3.4.4.1.9 默认服务错误页面路径 

可通过 getServiceErrorPagePath()方法或 getServiceErrorPagePath(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

域。 

 

设定默认的服务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

会抛出 ServicePropertyException。 

3.4.4.1.10 默认系统错误页面路径 

可通过 getSystemErrorPagePath()方法或 getSystemErrorPagePath(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默认的系统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

会抛出 ServicePropertyException。 

3.4.4.2 各个应用程序 

3.4.4.2.1 ServiceController 

可通过 getServiceControllerName(String, String)方法或 getServiceControllerName(String, String, 

                                                                 
4
  IM-JavaEE Framework 5.0 之后的版本中，此值是"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lo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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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 ServiceController 的类名。未设定时，返回 null。此处指定的类

需要已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Controller 接口。 

3.4.4.2.2 Transition 

可通过 getTransitionName(String, String)方法或 getTransitionName(String, String, Locale)方法取

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相对应的 Transition 类名。未设定时，返回 null。此处指定的类需要是已扩

展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Transition 的类。 

3.4.4.2.3 带有键的跳转路径 

可 通 过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方 法 或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服务 ID和键相对应的下一个要跳转位置的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

定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想指定比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的组合更详细的跳转路径时使用。未设定时，会

抛出 ServicePropertyException。 

3.4.4.2.4 跳转路径 

可 通 过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方 法 或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下一个要跳转位置的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

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会抛出 ServicePropertyException。 

3.4.4.2.5 带有键的输入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方 法 或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

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服务 ID和键相对应的输入错误页面的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

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时相同。想指定比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的组合更详细的输入错误跳转位置时使用。 

3.4.4.2.6 输入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方 法 或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默认的输入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

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时相同。 

3.4.4.2.7 默认输入错误页面路径 

可通过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方法或 getInput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相对应的默认的输入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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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InputErrorPagePath()时相同。 

3.4.4.2.8 带有键的服务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方 法 或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Locale locale)方法取

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服务 ID和键相对应的服务错误页面的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

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时相同。想指定比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的组合更详细的服务错误跳转路径时使用。 

3.4.4.2.9 服务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方 法 或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默认的服务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

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时相同。 

3.4.4.2.10 默认服务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方 法 或 getService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相对应的默认的服务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径必须

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ServiceErrorPagePath()时相同。 

3.4.4.2.11 带有键的系统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方 法 或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

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服务 ID和键相对应的系统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

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时相同。想指定比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的组合更详细的输入错误跳转位置时使用。 

3.4.4.2.12 系统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方 法 或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默认的系统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

的路径必须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时相同。 

3.4.4.2.13 默认系统错误页面路径 

可 通 过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方 法 或 getSystemError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支持地域。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相对应的默认的系统错误页面路径。指定从 context 路径的相对路径。指定的路径必须

以"/"开头。未设定时，结果与调用了 getSystemErrorPagePath()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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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画面跳转 
IM-JavaEE Framework 中画面跳转时的处理概要如“图 3-8 画面跳转概要”所示。 

 

Service
Manager

Service
Servlet

サービスコントローラの取得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トランジションの取得

check

service

setInformation

transfer

準備

処理

遷移処理

コントローラオブジェクトの取得

バリデータの取得

Controller
Object

Validator

バリデーション

パラメータの設定

入力変換

検証

  

图 3-8 画面跳转概要 

3.5.1 ServiceServlet 

“图  3-8 画面跳转概要”说明全部请求都是由一个 Servlet 来管理的。此 Servlet 就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Servlet。 

 

“准备”中会从请求中取得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并取得相应的 ControllerObject、Validator、

ServiceController 和 Transition，将请求参数分配给 ControllerObject。 

 

“输入处理”中会使用 Validator 来对请求内容进行输入验证，使用 ServiceController 的 check 方法来

检查、并由 service 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跳转处理”中会使用 Transition 的 setInformation 方法为跳转到下一画面做好准备，并通过 transfer

方法来进行实际的跳转操作。 

 

“图 3-8 画面跳转概要”中虽然对画面跳转时的全体处理概要进行了说明，但并未记述全部详细处理。接

下来按照下述顺序对详细内容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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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输入变换 

 验证 

 处理 

 跳转处理 

3.5.2 准备 

IM-JavaEE Framework 中会由 ServiceController 接受处理，并使用 Transition 跳转到下一个画面。此处

会从请求中取得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并取得相应的 ServiceController 和 Transi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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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Servlet

(7)サービスコントローラの取得

Service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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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8)getServiceControllerName

(9)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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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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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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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 取得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ServiceServlet 使用 ServiceManager 的 getApplication 方法和 getService 方法取得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的(2)(3)）。此时将 HttpServletRequest 作为参数传递给这两个方法。

ServiceManager 会从请求的 URL 中取得 ID 并将值返回给 ServiceServlet。 

虽然 ServiceServlet 可从 HttpServletRequest 直接取得 ID，但由于 ServiceManager 封装了此操作，不可

这样进行。 

当前版本的 IM-JavaEE Framework 中，虽然会传递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作为请求参数，但此方法在今后

的版本中可能会有变更。因此，开发者在生成程序时不可假定请求中已存在上述参数（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3.5.2.2 取得 Validator 

ServiceServlet 会通过 ServiceManager 取得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 Validator（“图 3-9 服

务框架（准备）”的(４)）。此时，使用的是 ServiceManager 的 getValidatorMapping 方法。此方法会通

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的 getValidators 取得相应的 ValidatorMapping 一览（“图 3-9 服务框架（准

备）”的(6)）。 

3.5.2.3 取得 ServiceController 

ServiceServlet 会通过 ServiceManager 取得与应用程序 ID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 ServiceController（“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的(7)）。此时，使用的是 ServiceManager 的 getServiceController 方法。此方

法会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ServiceControllerName 取得 ServiceController 的类名（“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的(12)）、并新建生成相应的 ServiceController（“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

的(9)）。 

 

若未指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 ServiceController 的类名，则 ServiceManager 会返回 null。 

3.5.2.4 取得 Transition 

ServiceServlet 会通过 ServiceManager 取得与应用程序 ID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 Transition（“图 3-9 服

务框架（准备）”的(9)）。此时，使用的是 ServiceManager 的 getTransition 方法。此方法会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TransitionName 取得 Transition 的类名（“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

的(10)），并新建生成相应的 Transition（“图 3-9 服务框架（准备）”的(15)）。 

若未指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相对应的 Transition 的类名，则 ServiceManager 会新建生成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DefaultTransition 并将其返回。 

3.5.3 输入变换 

Web 客户端（主要是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后，WebContainer 内的组件（Servlet、JSP 等）可按照

javax.servlet.HttpServletRequest 的形式使用其内容。但是，这通常不易得到开发者的直观理解。这是

由于，从 HttpServletRequest 取得信息时，虽然通常都使用 getParameter 方法或 getParameterNames 等

方法，但在使用这些方法时需要注意下述几点的原因。 

  虽然从方法名可以推测这些方法是“取得参数”的方法，但所取得的是什么样的参数，需要根据参

数等来判断。 

  由于这些方法的返回值固定为 java.lang.String，开发者需要根据需要将参数变换成适当的基本类

型或对象。 

 服务框架中会以 ControllerObject这种 JavaBeans来表现请求内容，并可通过 ControllerConverter

组件来将请求变换为 ControllerObject(参照“图 3-10  从请求到 ControllerObject 的变换”) 



 3 服务框架 
 

制作者：株式会社 NTT データ イントラマート Page 23 

 

Web Contatiner

Webクライアン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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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ントローラ
コンバータ

リクエスト
（HttpServletRequest）

コントローラ
オブジェクト

（JavaBeans）
HTTP

  

图 3-10  从请求到 ControllerObject的变换 

 

对于一个请求只可分配一个 ControllerConverter。ControllerConverter 的分配不是必须的。 

 

3.5.3.1 ControllerObject 

ControllerObject 是把请求内容变换后得到的输入信息。ControllerObject 需满足下述条件。 

 满足 JavaBeans 的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controller.ControllerObject 接口。 

3.5.3.2 ControllerConverter 

ControllerConverter 可 将 javax.servlet.HttpServletRequest 内 容 变 换 成 ControllerObject 。

ControllerConverter 需满足下述条件。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controller.ControllerConverter接口。 

 存在 public 的无参数构造函数（默认构造函数）。 

 实现了 init 方法、destroy 方法。 

 实现了 convert 方法，以便能够返回适当的 ControllerObject。 

 

服务框架中对 ControllerConverter 的管理如“图 3-11 ControllerConverter 的管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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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ControllerConverter的管理 

 

1. 在请求到来时调用 ControllerConverter 的 init 方法，初始化 ControllerConverter。对同一实

例只调用一次 init 方法。 

2. 调用 ControllerConverter 的 convert 方法，生成 ControllerObject。 

3. 将生成的 ControllerObject 登记到 RequestInfo 中。可在之后的阶段使用 RequestInfo 的

getControllerObject 方法取得在此处登记的 ControllerObject。 

4. 生成 ControllerObject后，调用 ControllerConverter的 destroy方法释放 ControllerConverter。

对同一实例只调用一次 destroy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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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1 标配的 ControllerConverter 

服务框架中标配有基本的 ControllerConverter。 

3.5.3.2.1.1 SimpleControllerConverter 

jp.co.intramart.framework.base.service.controller.SimpleControllerConverter 是用于将请求参数

设定到指定的 ControllerObject 中的 ControllerConverter。SimpleControllerConverter 会按照下述规

则将请求中包含的全部参数（通过 javax.serv.et.ServletRequest 的 getParameterNames方法取得的参数

群）的值设定到 ControllerObject 中。 

 getParameterValues 方法的返回值是长度为 1 的数组时，会在 ControllerObject 的相应属性中按照

原样设定属性值。 

 getParameterValues 方法的返回值长度为 2 以上的数组时，会在 ControllerObject 的相应属性中设

定数组值。数组内的顺序与通过 getParameterValues 方法取得的数组相同。 

 

使用 SimpleControllerConverter 根据在“列表 3-1 含有 ControllerObject 数据的请求”中的由 HTML发

送的请求生成如“列表 3-2 MyControllerObject.java”所示 ControllerObject 的例子如下。 

 

列表 3-1 含有 ControllerObject数据的请求 

 

・・・ 

<INPUT type="hidden" name="name" value="foo"> 

<INPUT type=" hidden" name="password" value="bar"> 

<INPUT type=" hidden" name="hobby" value="baseball"> 

<INPUT type=" hidden" name="hobby" value="soccer"> 

<INPUT type=" hidden" name="hobby" value="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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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2 MyControllerObject.java 

 

・・・ 

public class MyControllerObject implements ControllerObject { 

    private String name = null; 

    private String password = null; 

    private String“” hobbies = new String“3”; 

 

    public String getName() { 

        return this.name; 

    } 

 

    public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 

        this.name = name; 

    } 

 

    public String getPassword() { 

        return this.password; 

    } 

 

    public void setPassword(String password) { 

        this.password = password; 

    } 

 

    public String getHobby(int index) { 

        return this.hobbies“index”; 

    } 

 

    public void setHobby(int index, String hobby) { 

        this.hobbies“index” = hobby; 

    } 

} 

・・・ 

 

 

此时，从请求变换得到的 MyControllerObject的 getter方法会分别返回如“表 3-1 设定的值”所示的值。 

 

表 3-1 设定的值 

getter 方法 取得值 

getName() foo 

getPassword() bar 

getHobby(0) baseball 

getHobby(1) soccer 

getHobby(2) reading 

3.5.3.2.2 独自 ControllerConverter 

“ 3.5.3.2.1.1 SimpleControllerConverter”中所示的 ControllerConverter 仅仅是将请求参数

（String）设定到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String）中。想生成不受此制约的 ControllerObject（属性

中带有 String 以外的对象、或 int 等的基本类型等）时，亦可独自生成 ControllerConverter。 

 

ControllerConverter 应当满足的条件如“3.5.3.2 ControllerConverter”所示。 

3.5.3.3 ControllerConverterConfig 

ControllerConverter 的 init 方法会通过参数接受来自服务框架的初始化信息。此信息是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controller.ControllerConverterConfig 接口的类的实例。

ControllerConverterConfig中为了取得初始化信息，提供了下述方法。 

 public String getInitParameter(String name) 

取得带有指定参数名的初始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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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Enumeration getInitParameterNames() 

取得参数名一览。 

 

ControllerConverter 开发者可在 init 方法内使用 ControllerConverterConfig 取得任意的初始化信息。 

 

3.5.4 验证 

在处理来自 Web 客户端的请求之前，通常会对其内容进行验证。Web 客户端使用了浏览器时，虽然使用

JavaScript 等的话可进行某种程度的验证，但为了能够切实保证不正确的数据不要进入到系统中，需要在

服务器侧进行验证。 

 

服务框架可通过 Validator 组件来验证请求内容（参照“图 3-12 请求时的验证”）。 

 

リクエスト
（HttpServletRequest）

<< Validator >>
文字列長
チェック

<< Validator >>
日付フォーマット

チェック

<< Validator >>
数値範囲
チェック

入力情報
（ControllerObject）

  

图 3-12 请求时的验证 

可为一个请求分配多个 Validator。Validator 的分配不是必须的。 

 

3.5.4.1 Validator 

Validator 会对从请求得到的信息（主要是 ControllerObject）内容进行验证。Validator需要满足下述条

件。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validator.Validator 接口。 

 存在 public 的无参数构造函数（默认构造函数）。 

 实现了 init 方法、destroy 方法。 

 实现 validate 方法以便能够返回适当的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若验证结果正确，validate

方法应返回 null，若不正确则应返回含有相关详细信息的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 

 

服务框架中对 Validator 的管理如“图 3-13 Validator 的管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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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Validator 的管理 

 

1. 在请求到来时调用 Validator的 init方法，初始化 Validator。对同一实例只调用一次 init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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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对 Validator 的要求（请求的验证）时，调用全部相应 Validator 的 validate 方法。若对于一

个请求存在多个相对应的 Validator，则按照设定的 Validator 顺序调用 validate 方法。validate

方法中判断出请求内容不正确时，会生成并返回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 作为验证失败时的

详细信息。判断出请求内容正常时，返回 null。 

3. (2)中即使相应 Validator 中的一个 validate 方法返回了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也会生成

ValidationException。 

4. 将全部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 登记到生成的 ValidationException 中。 

5. 将在(2)中生成的、并且设定了在(3)中验证失败时的详细信息的 ValidationException 登记到

RequestInfo 中。可在之后的阶段使用 RequestInfo 的 getThrowable 方法取得在此处登记的

ValidationException。 

6. 调用 Validator 的 destroy 方法，释放 Validator。destroy方法只可被调用一次。 

3.5.4.1.1 标配的 Validator 

服务框架中标配了基本的 Validator。 

3.5.4.1.1.1 FormatValida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validator.FormatValidator会验证输入字符串的格式。此类

会将 ControllerObject 看做 JavaBeans 取得其属性，并验证是否与正规表示的格式一致。 

 

可设定参数如“表 3-2 FormatValidator 的参数”所示。 

 

表 3-2 FormatValidator 的参数 

参数名 意义 

property 成为验证对象的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名 

regex 正规表示的格式 

message 字符串不正确时的消息 

 

参数 property 是必须设定的参数。参数 property 中指定的 ControllerObject 属性必须是

java.lang.String。 

 

参数 regex 是必须设定的参数。参数 regex 必须是可设定到 java.lang.String 的 matches方法中的参数。 

 

参数 message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 

 

使 用 FormatValidator 来 验 证 ControllerObject 的 例 子 如 “ 列 表  3-3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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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3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 

 

・・・ 

public class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 implements ControllerObject { 

 

    public String getLocalPhone() { 

        return "01-2345-6789"; 

    } 

 

    public String getInternationalPhone() { 

        return "(+81) 1 2345 6789"; 

    } 

} 

 

 

验证“列表 3-3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中所示的 ControllerObject 时，FormatValidator

的参数设定及其验证结果的例子如“表 3-3 Format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所示。 

 

表 3-3 Format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 

property regex 求值内容 

localPhone \d{2}\-\d{4}-\d{4} 求值：正常 

消息：（无） 

\d{10}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 的值 

internationalPhone \d{2}\-\d{4}-\d{4}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 的值 

\(\+\d{2}\) \d \d{4} \d{4} 求值：正常 

消息：（无） 

（无设定） aaaa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必须设定参数 property） 

localPhone （无设定）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必须设定参数 regex） 

other aaaa 验证时发生异常 

（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

中不存在属性 other） 

 

省 略 了 参 数 message ， 且 字 符 串 与 格 式 不 一 致 时 ， 会 返 回 包 含 了 由 系 统 提 供 的 消 息 的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 

3.5.4.1.1.2 LengthValida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validator.LengthValidator会验证所输入字符串的长度。此

类会将 ControllerObject 看做 JavaBeans 取得其属性（字符串），并验证该字符串的长度是否在指定范围

内。 

 

可设定参数如“表 3-4 LengthValidator 的参数”所示。 

表 3-4 LengthValidator 的参数 

参数名 意义 

property 成为验证对象的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名 

min 字符串的最小长度 

max 字符串的最大长度 

message_short 字符串比最小长度还短时的消息 

message_long 字符串比最大长度还长时的消息 

 

参数 property 是必须设定的参数。参数 property 中指定的 ControllerObject 属性必须是

java.lang.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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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min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参数 min 必须是比 0 大比 int 的最大值（java.lang.Integer.MAX_VALUE）

小的数。若省略了参数 min，则认为将此参数设定成了 0。 

 

参数 max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参数 max 必须是比 0 大比 int 的最大值（java.lang.Integer.MAX_VALUE）

小的数。若省略了参数 min，则认为将此参数设定成了 int的最大值。 

 

参数 message_short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 

 

参数 message_long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 

 

使 用 LengthValidator 来 验 证 ControllerObject 的 例 子 如 “ 列 表  3-4 

Length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所示。 

 

列表 3-4 Length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 

 

・・・ 

public class LengthSampleControllerObject implements ControllerObject { 

 

    public String getPassword() { 

        return "mypassword"; 

    } 

} 

 

 

验证“列表 3-3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中所示的 ControllerObject 时，FormatValidator

的参数设定及其验证结果的例子如“表 3-5 Length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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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Length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 

property min max 求值内容 

password 8 20 求值：正常 

消息：（无） 

4 8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_long 的值 

12 20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_short 的值 

10 10 求值：正常 

消息：（无） 

（无设定） 20 求值：正常 

消息：（无） 

8 （无设定） 求值：正常 

消息：（无） 

（无设定） （无设定） 求值：正常 

消息：（无） 

（无设定） 8 20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必须设定参数 property） 

password 20 8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参数 min 必须小于参数 max） 

other 8 20 验证时发生异常 

（LengthSampleControllerObject 中不存在属性

other） 

 

省略了参数 message_short，且字符串长度比最小值还短时，会返回包含了由系统提供的消息的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省略了参数 message_long，且字符串长度比最大值还长时，处理相同。 

3.5.4.1.1.3 NumericValida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validator.NumericValidator 会验证所输入的值是不是符合

要求的整数。此类会将 ControllerObject 看做 JavaBeans 取得其属性，并验证该数值是否符合要求。 

 

可设定参数如“表 3-6 NumericValidator 的参数”所示。 

表 3-6 NumericValidator 的参数 

参数名 意义 

property 成为验证对象的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名 

message 不是符合要求的整数时的消息 

 

参数 property 是必须设定的参数。 

 

参数 message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 

 

使 用 NumericValidator 来 验 证 ControllerObject 的 例 子 如 “ 列 表  3-5 

Numeric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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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5 Numeric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 

 

・・・ 

public class NumericSampleControllerObject implements ControllerObject { 

 

    public int getIntNum() { 

        return ・・・; 

    } 

 

    public long getLongNum() { 

        return ・・・; 

    } 

 

    public String getPositive () { 

        return "123456789"; 

    } 

 

    public String getNegative() { 

        return "-123456789"; 

    } 

 

    public String getNotNum() { 

        return "abcd"; 

    } 

} 

 

 

验 证 “ 列 表  3-5 Numeric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 中 所 示 的 ControllerObject 时 ，

NumericValidator 的参数设定及其验证结果的例子如“表 3-7 Numeric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所

示。 

 

表 3-7 Numeric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 

property 求值内容 

intNum 求值：正常 

消息：（无） 

longNum 求值：正常 

消息：（无） 

positive 求值：正常 

消息：（无） 

negative 求值：正常 

消息：（无） 

notNum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 的值 

（无设定）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必须设定参数 property） 

other 验证时发生异常 

（FormatSampleControllerObject 中不存在属性 other） 

 

省略了参数 message，且属性不是符合要求的整数时，会返回包含了由系统提供的消息的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 

3.5.4.1.1.4 NumericRangeValida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validator.NumericRangeValidator 会验证所输入数值的大

小。此类会将 ControllerObject 看做 JavaBeans 取得其属性（数值），并验证该数值是否在指定范围内。 

 

可设定参数如“表 3-8 NumericRangeValidator 的参数”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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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NumericRangeValidator 的参数 

参数名 意义 

property 成为验证对象的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名 

min 数值的最小值 

max 数值的最大值 

message 数值在指定范围外时的消息 

 

参数 property 是必须设定的参数。参数 property 中指定的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必须是合法整数。 

 

参数 min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若省略了参数 min，则验证时认为没有下限值。 

 

参数 max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若省略了参数 max，则验证时认为没有上限值。 

 

参数 message 不是必须设定的参数。 

 

使 用 RangeValidator 来 验 证 ControllerObject 的 例 子 如 “ 列 表  3-6 

Range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所示。 

 

列表 3-6 Range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 

 

・・・ 

public class RangeSampleControllerObject implements ControllerObject { 

 

    public int getIntNum() { 

        return 500; 

    } 

 

    public long getLongNum() { 

        return -1234L; 

    } 

 

    public String getStringNum()  

        return "123456"; 

    } 

 

    public String getIllegalNum() { 

        return "abcd"; 

    } 

} 

 

 

验证“列表 3-6 RangeSampleControllerObject.java”中所示的 ControllerObject 时，RangeValidator

的参数设定及其验证结果的例子如“表 3-9 NumericRange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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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NumericRangeValidator 的参数和确认内容 

property min max 求值内容 

intNum 100 1000 求值：正常 

消息：（无） 

600 （无设定）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 的值 

intLong （无设定） -1000 求值：正常 

消息：（无） 

（无设定） （无设定） 求值：正常 

消息：（无） 

stringNum -100000 200000 求值：正常 

消息：（无） 

illegalNum 10 100 求值：异常 

消息：参数 message 的值 

stringNum 200000 -100000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参数 min 必须小于参数 max） 

（无设定） 10 100 初始化时发生异常 

（必须设定参数 property） 

other 10 100 验证时发生异常 

（LengthSampleControllerObject 中不存在属性

other） 

 

省 略 了 参 数 message ， 且 数 值 在 指 定 范 围 之 外 时 ， 会 返 回 包 含 了 由 系 统 提 供 的 消 息 的

ValidationExceptionDetail。 

3.5.4.1.2 独自的 Validator 

“3.5.4.1.1.1  FormatValidator”到“3.5.4.1.1.4 NumericRangeValidator”中说明的 Validator 只对

ControllerObject 的属性进行验证。想生成不受此限制的 Validator（同时验证多个属性、或与 HttpSession

的内容比较等）时，也可独自生成 Validator。 

 

Validator 应该满足的条件如“3.5.4.1 Validator”所示。 

3.5.4.2 ValidatorConfig 

Validator 的 init 方 法 会 通 过 参 数 接 受 来 自 服 务 框 架 的 初 始 化 信 息 。 此 信 息 是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validator.ValidatorConfig 接口的类的实例。为了在

ValidatorConfig 中取得初始化信息，提供了下述方法。 

 public String getInitParameter(String name) 

取得带有指定参数名的初始化信息。 

 public Enumeration getInitParameterNames() 

取得参数名一览。 

 

Validator 开发者可在 init 方法内使用 ValidatorConfig 取得任意的初始化信息。 

 

3.5.5 处理 

IM-JavaEE Framework 中由 ControllerObject、 Validator、 ServiceController 负责处理请求。

ServiceController 的作用如下： 

 检查请求内容 

 对请求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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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Controller 的类构成如“图  3-14 ServiceController 的构成”所示。这里记述有“～

ServiceController”“～ServiceResult”的位置是由开发者实现的类。 

ServiceControllerを
直接実装したものでもよい

+setRequest()
+setResponse()
+check()
+service()

<<interface>>
ServiceController

+getEntity(name:String):MultipartFormData.Entity
+getRequest()
+getResponse()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interface>>
ServiceResult

～ServiceResult～ServiceController

ServiceServlet

  

图 3-14 ServiceController 的构成 

 

在受理请求后， ServiceServlet 会确认是否已设定了相应的 ServiceController。已设定了

ServiceController 时，会如“图 3-15 服务框架（输入处理）”所示调用该 ServiceController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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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ervlet ～ServiceController

(1)setRequest

(2)setResponse

(3)check

(4)service

HttpServlet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im-J2EE Framework の範囲

ServiceResult

～ServiceResult
処理結果生成

  

图 3-15 服务框架（输入处理） 

 

1. 调用 setRequest(javax.servlet.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方法，将请求传递给

ServiceController。 

2. 调用 setResponse(javax.servlet.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方法，将响应传递给

ServiceController。 

3. 调用 check()方法，进行输入检查。此时，若可取得之前在 ServiceController 内设定的

HttpServletRequest 或 HttpServletResponse，则可使用其内容。 

4. 调用 service()方法，取得处理结果 ServiceResult。此时，若可取得之前在 ServiceController

内设定的 HttpServletRequest或 HttpServletResponse，则可使用其内容。 

3.5.5.1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由于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Controller 是接口，开发者在使用此接口生成

ServiceController 时必须实现全部方法。这指的是在 check 方法或 service 方法中使用请求或响应时，需

要通过 setRequest 方法或 setResponse 方法将请求或响应设定到实例变量中，即使不需要请求或响应、不

进行输入检查时，也要空实现各种方法（setRequest、setResponse 以及 check）。 

 

为了消除这些的繁琐操作，在生成 ServiceController 时，推荐开发者不要使用 ServiceController 接口，

而是使用继承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ControllerAdapter类的方法。继承此

类生成 ServiceController 时，有下述的有利点。 

 不必实现不需要的方法。 

 已实现了 setRequest 和 setResponse，提供了取得设定的请求或响应的方法（getRequest、

ge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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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传文件的请求，提供了取得其内容的方法（getEntity）。 

 提供了与“4 事件框架”中介绍的事件框架相关的各种实用程序类方法（createEvent 和

dispatchEvent 等）。 

3.5.5.2 输入检查 

IM-JavaEE Framework 中提供了进行输入检查的 check 方法。由开发者负责实现此方法。建议开发者在此方

法内实现检查请求内容的处理。 

 

若输入内容不正确，建议此方法实现抛出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RequestException

或其子类的处理。详细信息请参照“3.7.1 输入时的异常处理”。 

3.5.5.3 处理 

在 check 方法中对请求的验证成功时，IM-JavaEE Framework会继续调用 service 方法。由开发者在此方法

内根据请求内容调用相应处理。此处的“调用相应处理”指的是，不必在此方法中记述详细业务逻辑，而

是将这些详细业务逻辑交由外部（IM-JavaEE Framework 的事件框架等）处理，这样会提高维护性、通用性。

建议不要在 service 方法内进行实际处理，而只是将 service 方法当成窗口。 

 

下面列举了使用外部业务逻辑的方法。 

 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方法中使用事件框架 

 直接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 

 

 

3.5.5.3.1 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方法中使用事件框架 

使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的方法交由事件框架处理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开发者可如“图 3-16 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中使用事件框架”所示使用事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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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ControllerAdapterのサブクラス

～Event

～ServiceController

(3)処理情報の設定

(6)処理結果の取得

～EventResult

～ServiceResult
(7)ServiceResultの生成

(8)ServiceResultの設定

(5)EventResultの生成

(2)Eventの生成

ServiceServlet

(1)createEvent

service

Event

EventResult

(4)dispatchEvent

ServiceResult

  

图 3-16 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中使用事件框架 

 

1. 调用 createEvent 方法，取得 Event。 

2.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会使用事件框架取得相应 Event（参照 EventManager.createEvent方

法）。此时，会从会话中取得登录用户 ID 和登录组别 ID，并在生成 Event 时使用。 

3. 为了进行与所取得的 Event 相对应的处理，设定相关信息。 

4. 调用 dispatchEvent 方法，进行处理（参照 EventManager.dispatch 方法）。 

5.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会使用事件框架执行处理，并返回处理结果 EventResult。 

6. 从 EventResult 中取得处理结果信息。 

7. 生成 ServiceController 的返回值 ServiceResult。 

8. 将结果设定到 ServiceResult中。 

 

这些处理中，由于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中已实现了“(2)生成 Event”和“(5)生成 EventResult”，

因此不需要开发者在此实现。 

3.5.5.3.2 直接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 

直接实现 ServiceController 接口时，需要在执行事件直接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此处，

在 “ 图  3-17 直 接 使 用 IM-JavaEE Framework 的 事 件 框 架 ” 中 作 为 示 例 模 拟 说 明 了 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内部使用事件框架的情况。实际上，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中登录用户 ID

和登录组别 ID 的取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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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Controllerを実装したクラス

event:
～ Event

～ Service
Controller

eventResult:
～ EventResult

serviceResult:
～ ServiceResult

ServiceServlet

service

EventManager

(2)createEvent

event

Eventの生成

(3)処理情報の設定

(4)dispatchEvent

eventResult

EventResultの生成

(5)処理結果の取得

(6)ServiceResultの生成

(7)ServiceResultの設定

serviceResult

UserInfoUtil

(1)createUserInfo

UserInfo

UserInfo
UserInfoの生成

 
图 3-17 直接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的事件框架 

 

1. 使用 UserInfoUtil 的方法生成 UserInfo 实例。 

2. 调用 EventManager.createEvent 方法，取得 Event。 

3. 为了进行与所取得的 Event 相对应的处理，设定相关信息。 

4. 调用 EventManager.dispatch 方法进行处理。 

5. 从 EventResult 中取得处理结果信息。 

6. 生成 ServiceController 的返回值 ServiceResult。 

7. 将结果设定到 ServiceResul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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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跳转处理 

IM-JavaEE Framework 中由 Transition 负责对请求的处理跳转。Transition 的作用如下： 

 准备要跳转到的画面 

 对请求进行处理 

 

ServiceController 的类构成如“图 3-18 Transition 的构成”所示。这里记述有“～Transition”“～

ServiceResult”的位置是由开发者实现的类。 

+getRequest()
+getResponse()
+getResult()
#getNextPagePath()
+getNextPage()
+setInformation()
+transfer()

Transition

+getNextPage()
+setInformation()
+transfer()

DefaultTransition

<<interface>>
ServiceResult

～ServiceResult～Transition

ServiceServlet

Transitionを直接
継承したものでも
よい

  

图 3-18 Transition的构成 

 

在受理请求后，ServiceServlet 会确认是否已设定了相应的 Transition。已设定了 Transition 时，会如

“图 3-19 服务框架（画面跳转）”所示调用该 Transition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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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ResultServiceServlet ～Transition

(1)setRequest

(2)setResponse

(3)setResult

(5)transfer

HttpServlet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4)setInformation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情報取得

im-J2EE Frameworkの範囲

  

图 3-19 服务框架（画面跳转） 

 

1. 调用 setRequest(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方法，将请求传递给

Transition。 

2. 调用 setResponse(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方法，将响应传递给

Transition。 

3. 调用 setResult(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ServiceResult result)方法，将服

务处理结果传递给 Transition。若未指定 ServiceController，会将 null 传递给 Transition。 

4. 调用 setInformation()方法，准备跳转到下一个画面。此时，若可取得之前在 Transition内设定

的 HttpServletRequest、HttpServletResponse 或 ServiceResult，则可使用其内容。 

5. 调用 transfer()方法，跳转到下一个画面。此时，若可取得之前在 Transition 内设定的

HttpServletRequest、HttpServletResponse 或 ServiceResult，则可使用其内容。 

 

由于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Transition 是抽象类，开发者在使用此类生成

Transition 时需要事先实现全部抽象方法。 

 

IM-JavaEE Framework 中事先有目的地提供了下述 Transition：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DefaultTransition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IntramartPageBaseTransition 

 

若没有与画面跳转相关的特殊情况，建议继承这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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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1 Transition 

Transition类是全部Transition最根本的抽象类。此类中事先实现了被认为开发者会频繁使用的几个方法。 

3.5.6.1.1 getNextPagePath() 

Transition 的 getNextPagePath()方法会使用根据由请求中指定的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确定的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方法取得跳转路径

（参照“3.4.4.2.4 跳转路径”）。此动作如“图 3-20 Transition 的 getNextPathPage（无键）”所示。 

ServicePropertyHandlerTransition

getNextPagePath

getNextPagePath(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 サービスID)

遷移先パス

サービスID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

遷移先パス

getApplication

getService

  

图 3-20 Transition的 getNextPathPage（无键） 

 

“图 3-20 Transition 的 getNextPathPage（无键）”中的时序图中有 getApplication()和 getService()

这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会分别取得请求的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这些值是由 ServiceServlet 设定到

Transition 中的。 

 

虽然通过重写这些方法可使得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与请求没有关系，但会导致画面跳转难以维护，不建

议这样做。 

3.5.6.1.2 getNextPagePath(String key) 

Transtion 的 getNextPagePath(String key)方法会使用根据由请求中指定的应用程序 ID、服务 ID 和键确

定的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String key)

方法取得跳转路径（参照“3.4.4.2.3 带有键的跳转路径”）。此动作如“图 3-21 Transition 的

getNextPathPage（有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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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PropertyHandlerTransition

getNextPagePath(キー)

getNextPagePath(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 サービスID, キー)

遷移先パス

サービスID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

遷移先パス

getApplication

getService

  

图 3-21 Transition的 getNextPathPage（有键） 

 

“图 3-21 Transition 的 getNextPathPage（有键）”中的时序图中关于 getApplication()和 getService()

的说明与“3.5.6.1.1 getNextPagePath()”相同。 

3.5.6.2 DefaultTransition 

以 IM-JavaEE Framework 为前提进行开发，不作任何处理单纯前进到下一个画面时，开发者不必生成/设定

Transition。若未给请求设定 Transition，IM-JavaEE Framework 会认为已设定了 DefaultTransition（未

设 定 与 请 求 相 应 的 Transition 时 ， ServiceManager 的 getTransition 方 法 的 返 回 值 是

DefaultTransition）。DefaultTransition 的 setInformation 方法和 transfer 方法中不进行任何特殊处

理，只是从属性中取得下一个画面并前进。DefaultTransition 的动作如“图 3-22 DefaultTransition 的

动作”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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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ervlet DefaultTransition

setRequest,
setResponse,
setResult

transfer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Dispatcher

setInformation

getRequestDispatcher(遷移先パス)

forward()

遷移先パス

遷移先パス

getNextPagePath(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 サービスID)

getNextPage()

何もしない

Transitionのメソッド

  

图 3-22 DefaultTransition 的动作 

 

继承 DefaultTransition 生成 Transition 时，有下述优点。 

 不必实现不需要的方法。 

 已实现了简易的 transfer 方法，对于 JSP和 Servlet 来说，若要前进，则只需将要跳转到的画面设

定到属性中即可。 

 对于上传文件的请求，提供了取得其内容的方法（getEntity）。 

 

“图 3-22 DefaultTransition的动作”的 transfer方法中仅仅是前进到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的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方法（参照“3.4.4.2.4 跳转路径”）取得的路

径。因此，若不需要复杂的跳转，开发者需要做仅仅是设定在“3.4.4.2.4 跳转路径”中指定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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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3 IntramartPageBaseTransition 

IntramartPageBaseTransition 是用于从 IM-JavaEE Framework 的 JSP 页面前进到用 intra-mart 脚本开发

模式生成的画面的 Transition。 

 

ServiceServlet
IntramartPageBase

Transition

setRequest,
setResponse,
setResult

transfer

HttpServlet
Request

HttpServlet
Response

setInformation

パラメータの取得

intra-martページベースへの遷移

getNextPagePath(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 サービスID)

getNextPage()

何もしない

Transitionのメソッド
遷移先パス

遷移先パス

  

图 3-23 IntramartPageBaseTransition 的动作 

 

3.5.6.3.1 单纯跳转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服务框架跳转到下一个画面的最单纯的方法就是通过设定属性来实现跳转。设

定属性，使得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NextPagePath(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service)

方法取得的值就是要跳转到的页面路径。此处，application 和 service 是在各个请求中指定的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此时，不需要设定 Transition。 

3.5.6.3.2 跳转并向下一个画面传递信息 

跳转到的画面中要接受某些处理结果，或需要画面显示用的关键字等信息时，在 Transition 的

setInformation 方法内设定这些信息。最简单的实现例子如“列表 3-7 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个画面的

Transition”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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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7 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个画面的 Transition 

 

・・・ 

public class MyTransition extends DefaultTransition { 

    public void setInformation() throws TransitionException { 

        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 getRequest(); 

        request.setAttribute("search", "keyword"); 

    } 

} 

・・・ 

 

 

“列表 3-7 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个画面的 Transition”中，将请求属性"search"的值设定成了"keyword"。

另外，继承了 DefaultTransition，并未重写 setInformation 以外的方法，如“3.5.6.3.1 单纯跳转”所

示仅仅是单纯跳转。 

3.5.6.3.3 跳转到多个画面 

跳转到的画面是一个固定的画面时，若可使用 DefaultTransition 则跳转到 IM-JavaEE Framework 画面比

较容易。但是，若要根据条件判断要跳转到哪个画面，仅仅使用 DefaultTransition 是无法实现的。有多

个候选跳转画面，并且要动态判断调转到哪个画面时，需要生成独自的 Transition。 

 

此时可使用的具体方法列举如下： 

 继承 DefaultTransition 生成新类并重写 getNextPage 方法。 

 继承 DefaultTransition 生成新类并重写 getNextPagePath方法。 

 生成继承了 Transition（或 DefaultTransition）的新类并重写 transfer 方法。 

 

跳转到的画面是 IM-JavaEE Framework 时，一般来说使用第一种方法最容易。这种情况的例子如“列表 3-8 

多个要跳转到的画面」”所示。 

 

此 Transition 只接受 MyResult 这样独自的 ServiceResult。实现时，将数值设定到 MyResult 中作为处理

结果，以便能够通过 getNumber 方法取得。列表 3-8 多个要跳转到的画面”中会根据此数值重新定义键

（setInformation 方法）、并取得与该键相对应的跳转画面（getNextPage 方法）。 

 

列表 3-8 多个要跳转到的画面 

・・・ 

import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 

 

public class ConditionalTransition extends DefaultTransition { 

 

    private String condition = null; 

 

    public void setInformation() { 

        MyResult result = (MyResult)getResult(); 

        if (result.getNumber() == 1) { 

            this.condition = "cond1"; 

        } else if (result.getNumber() == 2) { 

            this.condition = "cond2"; 

        } else if (result.getNumber() == 3) { 

            this.condition = "cond3"; 

        } 

    } 

 

    public void getNextPage() throws ServicePropertyException { 

        return getNextPagePath(this.condi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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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3.4 其他跳转画面 

跳转画面是 JSP 或 Servlet 以外的情况时，不支持单纯的画面跳转。作为例子，相关情况列举如下。 

 显示 PDF 文件 

 下载文件 

 重定向到其他内容 

 

此 时 最 单 纯 的 方 法 是 ， 临 时 跳 转 到 JSP 或 Servlet 并 在 其 中 将 内 容 输 出 到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sponse 的输出流中、或进行重定向。 

 

下载文件时，Transition 和 Servlet 的例子各自如“列表 3-9 文件下载用的 Transition”和“列表 3-10 

文件下载用的 Servlet”所示。 

 

此 Transition 中会接受 DownloadResult 这种独自的 ServiceResult。实现时，在 DownloadResult 中作为

处理结果设定了下载时向浏览器侧发送的文件名和实际内容，并能够通过 getFilename 方法、getFiledata

方法取得相应信息。“列表 3-9 文件下载用的 Transition”中会取得这些内容（setInformation 方法），

并在“列表 3-10 文件下载用的 Servlet”中将其内容发送至浏览器侧（doGet 方法）
5
。 

 

列表 3-9 文件下载用的 Transition 

 

・・・ 

import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 

 

public class DownloadTransition extends DefaultTransition { 

 

    public void setInformation() { 

        DownloadResult result = (DownloadResult)getResult(); 

        getRequest().setAttribute("filename", result.getFilename()); 

        getRequest().setAttribute("filedata", result.getFiledata()); 

    } 

} 

 

                                                                 
5  此处虽然使用了 HttpServlet的 doGet方法，但实际上需要根据请求修正为使用 doPost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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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10 文件下载用的 Servlet 

 

・・・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x.servlet.*; 

import javax.servlet.http.*; 

 

public class DownloadServlet extends HttpServlet { 

・・・ 

 

    protected void doGet(HttpServletRequest request,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IOException, ServletException { 

 

        // 取得信息 

        String filename = (String)request.getAttribute("filename"); 

        byte“” filedata = (byte“”)request.getAttribute("filedata"); 

 

        // 输出头部 

        response.setContentType("application/octet-stream"); 

        response.setHeader("Content-Disposition", 

                           "attachment; filename=\"" + filename + "\""); 

 

        // 输出到输出流 

        OutputStream os = response.getOutputStream(); 

        os.write(filedata); 

        os.flush(); 

        os.close(); 

    } 

} 

 

 

另外，虽然是不建议使用的方法，但通过重写 Transition 的 transfer 方法也可实现相同功能。参看“图 

3-19 服务框架（画面跳转）”之后即可了解到，跳转到下一个画面（显示）的方法是由 transfer 方法决

定的
6
。因此，若使用 transfer 方法来执行“列表 3-10 文件下载用的 Servlet”中所示方法的内容，即可

下载文件。但是，transfer 方法的重写比较特殊，基本上没有通用性。因此不建议使用此方法。 

3.6 画面显示 
虽然有多个显示画面的方法，此处仅对最标准的 IM-JavaEE Framework 方法进行说明。 

3.6.1 JSP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进行开发时，最常见的跳转画面是 JSP。若仅仅是单纯的显示，则普通的 JSP 即

可满足要求，不需要什么变化，但若要取得在初始显示时需要的内容，或要使得会话能够持续到下一个画

面时，可使用下述内容。 

 标签库 

 HelperBean 

                                                                 
6 由于 DefaultTransition 和 IntramartPageBaseTransition 中已经实现了此部分，在继承这些类时不需要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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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 标签库 

IM-JavaEE Framework 中为了维持会话或辅助画面显示，提供了下述 JSP 扩展标签。 

 Form 

 Link 

 Frame 

 Param 

 Submit 

 SubmitLink 

 HelperBean 

 Message 

 

IM-JavaEE Framework 中，以“列表 3-11 IM-JavaEE Framework 标签库的 URI”中所示 URI 的形式提供了

这些标准的 JSP 扩展标签。 

 

列表 3-11 IM-JavaEE Framework标签库的 URI 

http://www.intra-mart.co.jp/taglib/core/framework 

 

JSP 中若指定“列表 3-11 IM-JavaEE Framework 标签库的 URI”中所示的 URI 即可使用 im-JavaEE 的标签

库。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的标签库时的 JSP 例子如“列表 3-12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标签库

的 JSP”所示。此例中，指定了 IM-JavaEE Framework 标签库的前缀"imartj2ee"，并使用了 Form 标签。 

 

列表 3-12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标签库的 JSP 

 

・・・ 

<%@ taglib prefix="imartj2ee" uri="http://www.intra-mart.co.jp/taglib/core/framework" %> 

・・・ 

<imartj2ee:Form application="sample" service="test" method="POST"> 

・・・ 

</imartj2ee:Form> 

 

3.6.1.1.1 Form 

Form 标签的格式与通常 HTML的<FORM>标签大致相同，但有以下区别。 

 不存在 action 属性。 

 属性名必须全部是小写字符。 

 

Form 标签中，作为 action 属性的替代，存在 application属性和 service 属性。这些属性指的是各自的应

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3.6.1.1.2 Link 

Link 标签的格式与通常 HTML的<A>标签大致相同，但有以下区别。 

 不存在 href 属性。 

 属性名必须全部是小写字符。 

 

Link 标签中，作为 href 属性的替代，存在 application 属性和 service 属性。这些属性指的是各自的应用

程序 ID 和服务 ID。 

 

可将 Param 标签嵌入到 Link 标签中使用。此时，Param 标签的内容就是 Link 标签所发送请求的参数。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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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ET 来发送请求。 

3.6.1.1.3 Frame 

Frame 标签的格式与通常 HTML的<FRAME>标签大致相同，但有以下区别。 

 不存在 src 属性。 

 属性名必须全部是小写字符。 

 

Frame 标签中，作为 src 属性的替代，存在 application 属性和 service 属性。这些属性指的是各自的应用

程序 ID 和服务 ID。 

 

可将 Param 标签嵌入到 Frame标签中使用。此时，Param 标签的内容就是 Frame 标签所发送请求的参数。此

时，通过 GET 来发送请求。 

3.6.1.1.4 Param 

Param 标签会根据 Link 标签或 Frame 标签设定从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时的请求参数。Param 标签总是

与 Link 标签或 Frame 标签一起出现，不会单独存在。格式如下。 

<prefix:Param name="name_string" value="exp" /> 

 

这里 prefix 指的是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标签库时前缀，name_string 指的是发送请求时的参数名，

exp 指的是参数值。 

 

按 照 上 述 格 式 通 过 Link 或 Frame 标 签 发 送 了 请 求 时 ， 服 务 器 侧 可 使 用

javax.servlet.http.HttpServletRequest 的 getParameter方法取得其值。 

3.6.1.1.5 Submit 

Submit 标签可变更由 Form 标签指定的服务。只可在 Form 标签中使用 Submit 标签。 

 

在 Form 标签中配置多个 Submit 按钮，根据所按下的按钮不同进行不同处理的情况也不少。若要使用 HTML

的<INPUT type="submit">标签来实现 Submit 按钮，则无法实现这种处理。此时，若是使用 Submit 标签生

成的 Submit 按钮，则可灵活进行上述处理。Submit 标签与 HTML 的<INPUT>标签的格式大致相同，但有以下

区别。 

 不存在 type 属性。 

 属性名必须全部是小写字符。 

 

此标签本身就是 Submit 按钮，没有 type 属性。另外，存在 application 属性和 service 属性。这些属性

指的是各自的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无论 Form 标签还是 Submit 标签都可指定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若双方都指定了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

则优先使用实际上按下的 Submit 标签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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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6 SubmitLink 

SubmitLink 标签是提交由 Form 标签指定的表单的链接。Form 标签内部和外部均可指定 SubmitLink 标签。 

 

从 Form 标签的内侧或外侧不使用 Submit 按钮而是要通过链接提交表单时，若是 HTML 的<A>标签的话则无

法直接进行这样的处理。此时，若是使用 SubmitLink 标签生成的链接，则可灵活进行上述处理。SubmitLink

标签与 HTML 的<A>标签格式大致相同，但有以下区别。 

 不存在下述属性。 

 charset 

 type 

 hreflang 

 rel 

 rev 

 target 

 属性名必须全部是小写字符。 

 

由于此标签是用于代替 Submit 按钮的，无法为其指定应该在 HTML 的<FORM>标签中定义的属性。另外，存

在 application 属性和 service 属性。这些属性指的是各自的应用程序 ID 和服务 ID。另外，存在用于指定

要提交的表单的 form 属性。 

 

SubmitLink 标签中，虽然 application 属性、service 属性以及 form 属性都不是必须的，但仍有下述限制。 

 在 Form 标签外部指定此标签时，必须指定 form 属性。此时，会针对由 form 属性指定的表单进行提

交处理。 

 在 Form 标签内部指定此标签时，不可指定 form 属性。此时，会对包含了此标签的表单进行提交处

理。 

 指定 application 属性时，必须指定 service 属性。 

 省略 application 属性，不可指定 service 属性。 

 可省略 application 属性指定 service 属性。此时，认为 application 属性是由此标签提交的表单

的 application 属性。 

3.6.1.1.7 HelperBean 

HelperBean 标签是用于使用 HelperBean 的标签。关于 HelperBean，在“3.6.1.2 HelperBean”中进行说

明。HelperBean 标签的格式如下。 

 

<prefix:HelperBean id="bean_name" class="class_name" /> 

 

通过使用此标签可在 JSP 中使用类 class_name 的实例 bean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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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8 Message 

Message 标签是用于显示与地域相对应的消息的标签。此标签会简易显示可从消息框架（参照“2.2.5 消息

框架”）中取得的消息。 

 

Message 标签中可指定下述属性。 

 指定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 ID。 

 指定 key 

消息的键。 

 指定构筑 locale 

消息时的区域。省略时，会使用由服务框架决定的区域（参照“3.3.1 区域”）。 

 

另外，也可指定内部标签 MessageParam 标签。MessageParam标签是可以被置换为消息内部变量的值。 

 

此标签内部使用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MessageManager 的 getMessage(String, 

String, Object“”, Locale)方法。此时，application 属性、key 属性、MessageParam 标签的内容以及

locale 属性各自与此方法的第 1～第 4 参数相对应。。 

 

如“列表 3-13 Message 标签的例子”所示使用了 Message 标签以及 MessageParam 标签时，显示的结果值

与调用了 MessageManager的 getMessage 方法（“列表 3-14 消息的取得”的代码那样）时结果值相同。 

 

列表 3-13 Message 标签的例子 

 

<prefix:Message application="myapp" key="mykey" locale="ja_JP"> 

    <prefix:MessageParam value="hello" /> 

    <prefix:MessageParam value="world" /> 

</prefix:Message> 

 

 

列表 3-14 消息的取得 

 

MessageManager manager = MessageManager.getMessageManager(); 

Object[] parameters = {"hello", "world"}; 

String message = 

    manager.getMessage("myapp", "mykey", parameters, new Locale("ja", "JP")); 

 

 

另外，如“列表 3-15 Message 标签的例子（省略区域）”所示省略了区域使用 Message 标签以及

MessageParam 标签时，如“列表 3-16 消息的取得（省略区域）”所示，显示的结果值与指定了由

ServiceManager 的 getLocale方法决定的区域时的结果值相同。 

 

列表 3-15 Message 标签的例子（省略区域） 

<prefix:Message application="myapp" key="mykey"> 

    <prefix:MessageParam value="hello" /> 

    <prefix:MessageParam value="world" /> 

</prefix:Message> 

 

列表 3-16 消息的取得（省略区域） 

 

MessageManager manager = MessageManager.getMessageManager(); 

Object[] parameters =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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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Manager service = ServiceManager.getServiceManager(); 

Locale locale = service.getLocale(request, response); 

String message = 

    manager.getMessage("myapp", "mykey", parameters, locale); 

 

3.6.1.1.9 MessageParam 

MessageParam 标签是用于指定向 Message 标签传递的参数的标签。只可在 Message 标签内部使用

MessageParam 标签。此标签只有 value 属性。指定多个参数时，可记述多个此标签。此时，与指定了和前

述顺序相同的数组时的情况相同。（参照“3.6.1.1.8 Message”）。 

3.6.1.2 HelperBean 

取得初始显示用的数据时，考虑了在画面跳转时取得数据并将其作为显示用数据传递给画面的方法和在画

面显示时取得数据的方法。若为后者，使用 HelperBean 取得初始显示用数据更为方便。 

 

HelperBean 的构成如“图 3-24 HelperBean 的构成”所示。 

 

+init()
#createEvent(application:String, key:String):Event
#dispatchEvent(event:Event):EventResult

HelperBean

+getException():Throwable

ErrorHelperBean

<<interface>>
HttpServletResponse

HelperBeanタグ

<<interface>>
HttpServletRequest

  

图 3-24 HelperBean的构成 

 

可通过利用下述标签库来使用 HelperBean。 

 

    <%@ taglib prefix="prefix" uri="http://www.intra-mart.co.jp/taglib/core/framework" %> 

    ・・・ 

    <prefix:HelperBean id="bean_name" class="class_name" /> 

 

这里，prefix 指的是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标签库时的的前缀，bean_name 指的是 JSP 中使用的脚本

变量的变量名，class_name 指的是 HelperBean 的类名。 

 

在 class_name 中可指定的类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web.bean.HelperBean 的子类。 

 存在满足下述全部条件的构造函数。 

 public。 

 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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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hrows节中指定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web.bean.HelperBeanException或其

子类。 

 

此标签中会新建生成由 class_name 指定的类，设定请求和响应，调用初始化方法 init()。这种情况如“图 

3-25 HelperBean 的初始化”所示。 

 

HelperBeanタグ

HelperBean

setRequest(request)

setResponse(response)

<<create>>

init()

request:
HttpServletRequest

response:
HttpServletResponse

JSP

HelperBeanタグ

処理
getRequest()

getResponse()

  

图 3-25 HelperBean的初始化 

 

在 init 方法内或 HelperBean 标签内初始化后调用的 HelperBean 的方法可通过 getRequest 方法或

getResponse 方法取得请求和响应。在构造函数内调用了 getRequest 方法或 getResponse 方法时，由于什

么都没有设定，会返回 null。 

 

另外，HelperBean 中提供了简洁地处理事件的 createEvent方法和 dispatchEvent 方法。其使用方法与“图 

3-16 在 ServiceControllerAdapter 中使用事件框架”中所示内容相同。在 HelperBean 内引发事件时的示

例代码如“列表 3-17 HelperBean 的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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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17 HelperBean 的示例 

 

・・・ 

import java.util.Collection; 

import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web.bean.HelperBean; 

import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web.bean.HelperBeanException; 

・・・ 

 

public class TestHelperBean extends HelperBean { 

 

    private String keyword; 

 

    public TestHelperBean() throws HelperBeanException { 

        super(); 

        this.keyword = null; 

    } 

 

    public void init() { 

        this.keyword = (String)(getRequest().getAttribute("keyword")); 

    } 

 

    public Collection getSearchResult() { 

        SearchEvent searchEvent = (SearchEvent)createEvent("sample", "search"); 

        searchEvent.setKeyword(this.keyword); 

        SearchEventResult result = (SearchEventResult)dispatchEvent(searchEvent); 

 

        return result.getSearchList(); 

    } 

} 

 

 

“列表 3-17 HelperBean 的示例”会根据请求属性"keyword"中指定的关键字来检索信息。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并通过 SearchEvent 类和 SearchEventResult 类来取得信息检索结果。关于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的详细内容在“4 事件框架”中有说明。 

3.6.2 JSP以外的画面 

IM-JavaEE Framework 中也可跳转到 JSP 以外的画面，对于这种跳转的标准方法未做特别规定。此时，需要

根据画面显示内容和要跳转到的画面独自实现跳转（跳转到 Servlet 时，输出到 HttpServletResponse 中，

重定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 URL等）。这些独自画面无法使用“3.6.1 JSP”中提到过的标签库或 Helper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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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异常处理 
IM-JavaEE Framework 服务框架中主要可在“图 3-26 服务框架的异常”中所示位置检测到异常。 

 

ServiceServlet ServiceController Transition

check

setInformation

transfer

入力時：
RequestException
SystemException

処理時：
ApplicationException
SystemException

遷移時：
SystemException

service

  

图 3-26 服务框架的异常 

 

 输入时（ServiceController的 check 方法） 

 处理时（ServiceController的 service 方法） 

 画面跳转时（Transition 的 transfer 方法） 

3.7.1 输入时的异常处理 

ServiceController 的 check方法可抛出下述异常或其子类。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service.RequestException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exception.SystemException 

 

开发者在实现 ServiceController 的 check 方法时，需要确保在发现了输入内容中有错误或不足时能够抛

出 RequestException 及其子类。对于其他异常，需要在实现时确保能够抛出 SystemException 及其子类。 

 

在 ServiceController 的 check 方法中发生了 RequestException 时的动作如“图  3-27 发生

RequestException 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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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Servlet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check

入力内容不正により
RequestExceptionをthrow

exception:
RequestException

HttpServlet
Request

ServiceProperty
Handler

Servlet
Config

Servlet
Context

Request
Dispatcher

<<create>>

getInputErrorPage(exception)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setAttribute("exception_attribute", exception)

"exception_attribute"

getServletContext()

"request_error_page"

getRequestDispatcher("request_error_page")

forward(request, response)

  

图 3-27 发生 RequestException时 

 

在 ServiceController的 check方法中发生了 SystemException时的动作如“图 3-28 SystemException发

生时（check 方法）”所示。 

 

Service
Servlet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check

入力内容チェック時に
想定外の例外が発生して
SystemExceptionをthrow

exception:
SystemException

HttpServlet
Request

ServiceProperty
Handler

Servlet
Config

Servlet
Context

Request
Dispatcher

<<create>>

getSystemErrorPage(exception)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setAttribute("exception_attribute", exception)

"exception_attribute"

getServletContext()

"system_error_page"

getRequestDispatcher("system_error_page")

forward(request, response)

  

图 3-28 SystemException 发生时（check 方法） 

 

“图 3-27 发生 RequestException 时”与“图 3-28 SystemException 发生时（check 方法）”的不同只

是根据 check 方法抛出异常的种类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动作。check 方法在抛出了 RequestException（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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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时，ServiceServlet 会调用 Transition的 getInputErrorPage 方法取得输入异常页面，跳转到该页

面。另一方面，check 方法在抛出了 SystemException（或其子类）时，ServiceServlet 会调用 Transition

的 getSystemErrorPage 方法取得系统异常页面，前进到该页面。 

 

异常信息（从 check 方法中抛出的异常）由请求属性来设定。属性名称是根据属性设定的内容，可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方法取得。前进到的跳转页面中可通过此属性取

得异常信息。 

3.7.1.1 日志输出 

ServiceServlet 从 check 方法中抛出了异常时会输出日志。异常种类和输出日志的级别如下。 

 

异常种类 日志级别 

RequestException 不输出 

SystemException error 

3.7.2 处理时的异常处理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方法可抛出下述异常或其子类。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exception.ApplicationException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exception.SystemException 

 

开发者在实现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方法时，需要考虑到在可能由于用户而引发问题时抛出

ApplicationException 及其子类。例如，出现了同一键的数据二重登记或访问已删除数据等。对于其他异

常，需要在实现时确保能够抛出 SystemException 及其子类。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方法中发生了 ApplicationException 时的动作如“图 3-29 发生

ApplicationException 时”所示。 

 

Service
Servlet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service

ユーザ操作不正により
ApplicationExceptionをthrow

exception:
ApplicationException

HttpServlet
Request

ServiceProperty
Handler

Servlet
Config

Servlet
Context

Request
Dispatcher

<<create>>

getServiceErrorPage(exception)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setAttribute("exception_attribute", exception)

"exception_attribute"

getServletContext()

"application_error_page"

getRequestDispatcher("request_error_page")

forward(request, response)

  



intra-mart IM-JavaEE Framework 式样书 

 

Page 60 Copyright 2000-2012 株式会社 NTT 数据 英特玛 All rights Reserved. 

 

图 3-29 发生 ApplicationException 时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方 法 中 发 生 了 SystemException 时 的 动 作 如 “ 图  3-30 发 生

SystemException 时（service方法）”所示。 

 

Service
Servlet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service

処理実行時に
想定外の例外が発生して
SystemExceptionをthrow

exception:
SystemException

HttpServlet
Request

ServiceProperty
Handler

Servlet
Config

Servlet
Context

Request
Dispatcher

<<create>>

getSystemErrorPage(exception)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setAttribute("exception_attribute", exception)

"exception_attribute"

getServletContext()

"system_error_page"

getRequestDispatcher("system_error_page")

forward(request, response)

  

图 3-30 发生 SystemException 时（service方法） 

 

“图 3-29 发生 ApplicationException 时”与“图 3-30 发生 SystemException 时（service 方法）”的

不同只是根据 service 方法抛出异常的种类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动作。 service 方法抛出了

ApplicationException（或其子类）的异常时，ServiceServlet 会调用 Transition 的 getServiceErrorPage

方法取得应用程序异常页面，并跳转到该页面。另一方面，service 方法抛出了 SystemException（或其子

类）的异常时，ServiceServlet 会调用 Transition 的 getSystemErrorPage 方法取得系统异常页面，并前

进到该页面。 

 

异常信息（从 service 方法中抛出的异常）由请求属性来设定。属性名称是根据属性设定的内容，可使用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方法取得。前进到的跳转页面中可通过此属性取

得异常信息。 

3.7.2.1 日志输出 

ServiceServlet 从 service 方法中抛出异常时会输出日志。异常种类和输出日志的级别如下。 

 

异常种类 日志级别 

ApplicationException warn 

SystemException error 

 

Version 7.1 之前在抛出 ApplicationException 时会输出 error 级别的日志，但 Version 7.2 之后变成了

输出 warn 级别的日志。由于 ApplicationException 被用为业务异常，为了控制业务异常发生时的日志输

出而进行了这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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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plicationException 发生时的日志输出功能中，可通过变更 logger 的设定来变更为不输出日志。使

用了 Logback 设定文件时的设定例子如下。 
    ・・・ 

 

 <logger name="foo.bar.*"> 

  <level value="warn" /> 

 </logger> 

 

    ・・・ 

intra-mart 中，存放设定文件的目录路径如下。 

 conf/log/im_logger.xml 

3.7.3 画面跳转时的异常处理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方法处理正常结束后，或没有为请求设定与 ServiceController 的关联时，

会通过 Transition 的 transfer 方法跳转到下一个页面。若画面跳转时发生了异常，由于 IM-JavaEE 

Framework 将 这 种 异 常 当 成 预 想 外 的 异 常 ， transfer 方 法 会 抛 出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exception.SystemException或其子类。 

 

在 transfer 方法中发生了系统异常时的时序图如“图 3-31 发生 SystemException 时（transfer 方法）”

所示。 

 

Service
Servlet

Transition

transfer

処理実行時に
想定外の例外が発生して
SystemExceptionをthrow

exception:
SystemException

HttpServlet
Request

ServiceProperty
Handler

Servlet
Config

Servlet
Context

Request
Dispatcher

<<create>>

getSystemErrorPage(exception)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setAttribute("exception_attribute", exception)

"exception_attribute"

getServletContext()

"system_error_page"

getRequestDispatcher("system_error_page")

forward(request, response)

  

图 3-31 发生 SystemException 时（transfer 方法） 

 

Transition的 transfer方法在抛出了 SystemException或其子类后的动作与“3.7.1 输入时的异常处理”

和“3.7.2 处理时的异常处理”中抛出了 SystemException时的动作相同。 

3.7.4 画面输出时的异常处理 

关于画面输出时的异常处理，IM-JavaEE Framework 未做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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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错误页面的取得 

IM-JavaEE Framework中会从 Transition中取得错误时的跳转画面。在 Transition子类 DefaultTransition

中取得错误页面的处理如“图 3-32 错误页面的取得”所示。 

 

Service
Servlet

DefaultTransition ServiceManager
exception:

RequestException
ServicePropertyHander

get～ErrorPage(exception)

クラス名の取得

getServicePropertyHander()

get～ErrorPagePath(application_id, service_id, exception_class_name)

error_page_path

getApplication()

application_id

getService()

service_id

exception_class_name

getServiceManager()

error_page_path

例外の種類によって
変わる

  

图 3-32 错误页面的取得 

 

“图 3-32 错误页面的取得”中 get～ErrorPage 或 get～ErrorPagePath 发生的异常种类根据其发生场所

不同各不相同。“表 3-10 发生异常时的方法”中是调用方法一览。 

 

表 3-10 发生异常时的方法 

发生异常的种类 引发异常的主要方法 调用方法 

RequestException ServiceController 的 check() getInputErrorPage 

getInputErrorPagePath 

ApplicationExcpetion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getApplicationErrorPage 

getApplicationErrorPagePath 

SystemException ServiceController 的 check() 

ServiceController 的 service() 

Transition 的 transfer() 

getSystemErrorPage 

getSystemErrorPagePath 

3.7.6 错误页面的显示 

进行从“3.7.1输入时的异常处理”到“3.7.3 画面跳转时的异常处理”中所示的异常处理，跳转到从

“3.7.5 错误页面的取得”中取得的错误页面并显示该页面。此时，可从请求的属性中取得异常信息（抛

出的异常）。可通过 ServicePropertyHandler 的 getExceptionAttributeName 方法取得含有异常信息的请

求属性名。 

 

使用 JSP 作为错误页面时，也可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的扩展标签 HelperBean 标签和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web.bean.ErrorHelperBean 来取得异常信息。此时，在 HelperBean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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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 class 属性中指定 ErrorHelperBean 或包含了其子类的包名的完整类名
7
。这样就可以初始化

ErrorHelperBean，并通过 getException 方法取得异常信息。 

 

在 JSP 内取得异常信息的例子如“列表 3-18 通过 ErroHelperBean 取得异常信息”所示。此处的

foo.SampleErrorHelperBean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web.bean.ErrorHelperBean 的子类。 

 

列表 3-18 通过 ErroHelperBean取得异常信息 

 

    ・・・ 

<%@ taglib prefix="im_j2ee" uri="http://www.intra-mart.co.jp/taglib/core/framework" %> 

    ・・・ 

<im_j2ee:HelperBean id="errorBean" class="foo.SampleErrorHelperBean"> 

    ・・・ 

<% 

    Throwable e = errorBean.getException(); 

    ・・・ 

%> 

 

3.8 国际化 
IM-JavaEE Framework 服务框架在设计时考虑了国际化。国际化对象如下。 

 显示 

 跳转 

3.8.1 显示的国际化 

进行与地域相对应的显示时，最单纯的方法是将 JSP 国际化。此时，布局与区域无关可被通用，使用 Message

标签来仅切换显示内容（参照“图 3-33 通过 Message 标签实现国际化”）。 

 

・・・
<imartj2ee:Message application="myapp" key="user">
    <imartj2ee:MessageParam value="<%= username %>" />
</imartj2ee:Message>
・・・
<imartj2ee:Message application="myapp" key="title" />
・・・

・・・
user=ログインユーザ
・・・
title=メニュー
・・・

・・・
user=Login user
・・・
title=Menu
・・・

MessageConfig_myapp_ja_JP.properties

MessageConfig_myapp_en_US.properties

～.jsp

ja_
JP

en_US

  

图 3-33 通过 Message标签实现国际化 

3.8.2 跳转的国际化 

服务框架中可以为下述属性提供与每个区域相对应的值。 

 ServiceController 

 Transition 

 跳转画面 

                                                                 
7 关于 HelperBean 标签的详细信息，请参照“3.6.1.2 Helper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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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可为每个区域设定不同的处理和跳转画面。此时，根据需要为每个区域准备属性（参照“图 3-34 

通过属性设定实现国际化”）。 

 

<controller-class>CA</cont
<transition-class>TD</tran
<next-page>
<page-path>VF.jsp</page-pa

service-config-myapp_ja.xml

service-config-myapp_ch.xml

ja
_J

P

en_US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myapp

サービスID:mysrv

CA TD

<controller-class>CC</cont
<transition-class>TE</tran
<next-page>
<page-path>VG.jsp</page-pa

VF.jsp

CB TE VG.jsp

en_C
A

CC TE VG.jsp

service-config-myapp-en.xml

<controller-class>CB</cont
<transition-class>TE</tran
<next-page>
<page-path>VG.jsp</page-pa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ition 遷移先

  

图 3-34 通过属性设定实现国际化 

 

关于跳转画面，如“3.8.1 显示的国际化”所示可以采用跳转到同一 JSP 而只有字符串与地域相对应的方

法，若想要针对每个地域变更画面布局，也可如“图 3-34 通过属性设定实现国际化”所示变更要跳转到

的 JSP 本身。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建议选择与所使用的系统相适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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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件框架 

4.1 概要 
业务逻辑的处理方法有各种各样的形态，要统一其处理方法非常困难。但是，其步骤中有下述共同点：1)

生成处理所需要的输入信息、2)根据输入信息进行处理、3)返回处理结果。 

 

事件框架中将这一系列流程的共通部分进行了框架化。 

 

注意： 

本章中，虽然介绍了可通过 EJB 执行处理，但是用此功能时需要 J2EE 应用程序服务器支持 EJB。 

4.2 构成 

4.2.1 配置元素 

事件框架的构成如下。 

 Event 

 EventListenerFactory 

 EventListener 

 EventResult 

 EventTrigger 

 

这些关联如“图 4-1 事件框架的类图”所示。 

0..*

EventManager

<<interface>>
EventListener

<<interface>>
EventListenerFactory

Event

<<interface>>
EventPropertyHandler

Application ID
Key

<<interface>>
EventTrigger

<<interface>>
EventResult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图 4-1 事件框架的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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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事件处理 

在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中执行业务逻辑时的概要如“图 4-2 事件处理概要”所示。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EventManager

dispatch(event, transaction)

result

event:
Event

独自情報の設定

createEvent

event

<<create>>

システム情報の設定

listener:
EventListener

result:
EventResult

execute(event)

情報の取得

<<create>>

result

開発者が作成す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で
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factory:
EventListenerFactory

create(event)

listener

im-J2EE Framework で
一部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EventPropertyHandler

Event情報の取得

EventListenerFactoryの取得

Factory情報の取得

factory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图 4-2 事件处理概要 

 

1. 应用程序使用 EventManager的 createEvent 方法生成/取得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 

2. 应用程序会设定在处理 Event的业务逻辑时所必需的信息。 

3. 应用程序使用 EventManager的 dispatch 方法来委托业务逻辑处理。 

4. EventManager 使用 EventPropertyHandler 取得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5. EventManager 使用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 create 方法取得 EventListener。 

6. EventManager 使用 EventListener 的 setInTransaction 方法来传递判断是否在事务内部的标志。 

7. EventManager 使用 EventListener 的 execute 方法传递 Event，并委托处理。 

8. 业务逻辑 EventListener 进行处理并返回结果结果 Event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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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构成元素的详细信息 

4.3.1 Event 

Event 是业务逻辑 EventListener 的输入信息。事件处理的开发者需要生成满足下述要求的 Event 类。 

 继承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 类。 

 存在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未声明带有下述字段名的实例变量。 

 application 

 key 

 info 

 可序列化。使用 EJB 等时，会将 Event 传递给远程环境。此时，若不能序列化，则 Event 内容可能

会被破坏。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执行业务逻辑时，需要调用 EventManager 的 createEvent 方法取得

Event。开发者不可通过 new 或映像等手段直接生成 Event。从 EventManager 取得 Event 后，设定启动对该

Event 的业务逻辑时所需要的输入信息。这些的处理流程如“图 4-3 Event 的生成”所示。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EventManager

event:
Event

createEvent(application, key, loginUser, loginGroup)

event

<<create>>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の設定

キーの設定

ログインユーザ情報

ビジネスロジックの入力情報の設定

EventPropertyHandler

getEventName(application, key)

Eventクラス名

  

图 4-3 Event的生成 

 

业务逻辑（EventListener）不需要除了系统中设定的信息（应用程序 ID、事件键、登录信息）之外的输入

信息时，可以不用在属性中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此时，设计时需要保证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Name 方法返回 null（参照“4.4.4.2.1 事件”）。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Name 方 法 返 回 了 null 时 ， EventManager 会 生 成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mptyEvent（参照“图 4-4 Event 的生成（未指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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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EventManager

event:
EmptyEvent

createEvent(application, key, loginUser, loginGroup)

event

<<create>>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の設定

キーの設定

ログインユーザ情報

EventPropertyHandler

getEventName(application, key)

null

  

图 4-4 Event的生成（未指定事件） 

4.3.2 EventListenerFactory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主要功能是生成 EventListener。EventListenerFactory 本身与业务逻辑的执行

没有关系。业务逻辑的执行与 EventListener 紧密相关。在此对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存在意义进行说

明。 

 

通常在执行业务逻辑前需要进行一些准备。但是，这些准备工作根据业务逻辑的执行形态不同也大不相同。

例如，在业务逻辑是由相同 Java 虚拟机（VM）上的 Java 类实现时，在执行业务逻辑前必须生成业务逻辑

对象，之后就可通过单纯的方法调用来进行。另一方面，若在以 EJB[6]为代表的远程环境中执行业务逻辑

时，需要在执行业务逻辑前取得 Home 对象和 Remote 对象等，在执行前进行的操作手续与之前直接调用 Java

类方法的情况不同（参照“图 4-5 根据业务逻辑的实现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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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ライアント

ビジネスロジック
（Javaクラス）

<<create>>

ロジックの実行

クライアント

InitialContext

Homeオブジェクト Remoteオブジェクト

Remoteインタフェースの取得

ロジックの実行

EJBでビジネスロジックを実装

Javaクラスでビジネスロジックを実装

Homeインタフェースのlookup

<<create>>

ビジネスロジック実行までの
手順が違う

  

图 4-5 根据业务逻辑的实现不同而不同 

 

IM-JavaEE Framework 中通过将上述问题分解为 EventListenerFactory 和 EventListener 来解决。

EventListenerFactory 是将与业务逻辑连接部分的生成和准备进行抽象化之后的部分，EventListener 是

业务逻辑的执行部分。 

 

每个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的组合都与一个 EventListenerFactory 相对应。未设定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动态读取时（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isDynamic 方法的返回值是 false 时）在内部缓存（参照“图 4-6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生成（有缓存、且已生成）”）。若非如此，则每次都生成 EventListenerFactory

（参照“图 4-7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生成（无缓存、或未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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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EventManager

dispatch(event, transaction)

result

factory:
EventListenerFactory

create(event)

listener

execute(event)

result

listener:
EventListener

EventPropertyHandler

isDynamic

false

event:
Event

EventListenerFactory
のプール

getApplication

application_ID

getKey

key

getEventListenerFactoryName(application_ID, key)

factory_name

application_ID と key に該当する EventListenerFacotry を取得

factory

<<create>>

該当するEventListenerFactoryが
未生成の場合のみ新規に生成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图 4-6 EventListenerFactory的生成（有缓存、且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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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EventManager

dispatch(event, transaction)

result

factory:
EventListenerFactory

create(event)

listener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listener:
EventListener

EventPropertyHandler

isDynamic

true or false

event:
Event

params:
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

getApplication

application_ID

getKey

key

getEventListenerFactoryName(application_ID, key)

factory_name

<<create>>

<<create>>

[isDynamic == true]
EventListenerFactoryはキャッシュされる

[isDynamic == false]
EventListenerFactoryはキャッシュされず毎回生成される

get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s(application_ID, key)

<<create>>

params

initParam(param_name, value)

getName

param_name

getValue

value

application_ID と key に該当する
EventListenerFacotry を生成

execute(event)

result

  

图 4-7 EventListenerFactory的生成（无缓存、或未生成） 

4.3.2.1 标配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虽然开发者可自己生成 EventListenerFactory，但还是一开始就提供了几个经常使用的内容。一开始提供

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如下。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 

 

这些全部属于包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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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1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 

生 成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 は StandardEventListener 。 每 次 调 用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 的 create 方 法 时 都 会 生 成 StandardEventListener 实 例 。

StandardEventListener 实例不会被缓存。参照“图 4-8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生成”。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EventManager

create

listen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create>>

listener

EventListenerのクラス名取得

  

图 4-8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生成 

 

使用此 EventListenerFactory 时，需要通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s

方法取得“表 4-1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中所示的初始化参数。 

 

表 4-1 Standard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 

参数名 参数内容 

listener 包含生成的 StandardEventListener 包的完整类名。 

4.3.2.1.2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 会生成 GenericEventListener。每次调用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

的 create方法时都会生成 GenericEventListener实例。StandardEventListener实例不会被缓存。参照“图 

4-9 GenericEventListener 的生成”。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EventManager

create

inn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listener

StandardEventListenerのクラス名取得

listener:
GenericEventListener

<<create>>

<<create>>

setListener(inner)

  

图 4-9 GenericEventListener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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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 EventListenerFactory 时，需要通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s

方法取得“表 4-2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中所示的初始化参数。 

 

表 4-2 Generic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 

参数名 参数内容 

listener 包含生成的 StandardEventListener 包的完整类名。 

4.3.2.1.3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会生成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通过调用一次 create 方法生成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后，生成的实例会被缓存在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实例中。参照

“图 4-10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生成”。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EventManager

create

listener: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listener

Homeオブジェクトのルックアップ名の取得

<<create>>

<<create>> (home)

InitialContext

home: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Home

lookup

home

lookup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が未取得の場合のみ
・取得済みの場合はそのStandardEJBEventListenerを返す

  

图 4-10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生成 

 

需 要 通 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s 方 法 取 得 “ 表  4-3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所示的初始化参数。 

 

表 4-3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 

参数名 参数内容 

home 在生成的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中查找必需的 EJB的 Home对象时的

名称。 

4.3.2.1.4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 会 生 成 经 由 EJB 调 用 StandardEventListener 时 使 用 的

GenericEJBEventListener。通过调用一次 create 方法生成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后，其生成的实例

会被缓存在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实例中。参照“图 4-11 GenericEJBEventListener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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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EventManager

create

listener: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listener

Homeオブジェクトのルックアップ名の取得

<<create>>

<<create>> (home, listener_name)

InitialContext

home: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Home

lookup

home

lookup

・GenericEJBEventListenerが未取得の場合のみ
・取得済みの場合はそのGenericEJBEventListenerを返す

Homeオブジェクトのルックアップ名の取得

listener_name

  

图 4-11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生成 

 

 

需 要 通 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s 方 法 取 得 “ 表  4-4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所示的初始化参数。 

 

表 4-4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化参数 

参数名 参数内容 

home 在生成的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中查找必需的 EJB 的 Home 对象时的

名称。 

listener 包含生成的 StandardEventListener 包的完整类名。 

4.3.2.2 独自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开发者独自生成 EventListenerFactory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ListenerFactory 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create 方法会返回实现了 EventListener 接口的适当的类的实例。 

 

若独自开发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满足上述条件，则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会如“图 4-6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生成（有缓存、且已生成）”和“图 4-7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生成（无缓

存、或未生成）”所示来使用该 EventListenerFactory。 

4.3.3 EventListener 

EventListener的主要功能是执行业务逻辑。业务逻辑的执行是在 execute方法中进行的。execute方法中，

建议实现时能够在执行实际业务逻辑前后执行 EventTrigger（参照“4.3.4 EventTrigger”）。

EventListener 的处理概要如“图 4-12 EventListener 的概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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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EventManager

dispatch(event, transaction)

result

execute(event)

result

listener:
EventListener

event:
Event

preTrigger:
EventTrigge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の取得

イベントキーの取得

前処理となるEventTriggerの取得

preTrigger

トリガの実行

ビジネスロジック

result:
EventResult

<<create>> 処理結果の生成

EventListenerの取得

listener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postTrigger:
EventTrigger

トリガの実行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と
イベントキーに該当する
すべてのEventTriggerを実行

後処理となるEventTriggerの取得

postTrigge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IDと
イベントキーに該当する
すべてのEventTriggerを実行

  

图 4-12 EventListener的概要 

4.3.3.1 标配的抽象 EventListener 

虽然开发者可自己生成 EventListener，但还是在一开始提供了几个经常使用的抽象类。一开始提供的

EventListener 如下。 

 StandardEventListener 

 GenericEventListener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这些全部属于包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 

4.3.3.1.1 StandardEventListen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是带有最基本功能的 EventListener。开发者可通过扩展此类实现业务逻辑。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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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如下。 

 不需要意识到 EventTrigger 的执行。 

 只需通过重写 fire 方法来实现业务逻辑。 

 能够自动管理事务。参照“4.5.1 StandardEventListener”。 

 通过与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结合，可经由 EJB 在远程环境上执行。参照“4.3.3.1.4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动作如“图 4-13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动作”所示。 

 

EventManag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execute(event)

event:
Event

DataManager

data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troller

<<create>> (application_ID, key)

getApplication

application_ID

getKey

key

InitialContext
ut:

UserTransaction

[setInTransaction(true)が設定されている場合] ユーザトランザクションの取得

ut

[setInTransaction(true)が設定されている場合] begin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fire(event)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create>>

<<create>>

commit

[setInTransaction(true)が設定されている場合] commit

release

result

実際に
オーバライド
するべき場所

<<create>> (application_ID, key)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処理前に
起動される
イベントトリガ

pre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処理後に
起動される
イベントトリガ

post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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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StandardEventListener的动作 

4.3.3.1.2 GenericEventListener 

GenericEventListener 仅仅是单纯封装了 StandardEventListener，execute 方法也仅仅是调用了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 execute 方法。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动作如“图 4-14 GenericEventListener 的动作”所示。 

 

EventManager GenericEventListener

execute(event)

StandardEventListener

execute(event)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create>>

result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图 4-14 GenericEventListener 的动作 

4.3.3.1.3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是 使 用 EJB 的 EventListener 。 构 造 和 时 序 图 如 “ 图  4-15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构造”和“图 4-16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客户端）”以及“图 

4-17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EJB 服务器）”所示。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 interface >>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

<< interface >>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Home

+execute(event:Event):EventResult
#fire(event:Event, controller:DataAccessController):EventResult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Bean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Factory

#fire(event:Event, controller:DataAccessController):EventResult

開発する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Bean

  

图 4-15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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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Manager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execute(event)

event:
Event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Home
agent: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

create

agent

execute(event)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何もしない

  

图 4-16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客户端） 

 

EJBコンテナ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Bean

execute(event)

event:
Event

DataManager

data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troller

<<create>> (application_ID, key)

getApplication

application_ID

getKey

key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fire(event, dataController)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create>>

<<create>>

commit

release

result

実際にオーバライド
するべき場所

<<create>> (application_ID, key)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処理前に
起動する
イベントトリガ

pre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処理後に
起動する
イベントトリガ

post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图 4-17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EJB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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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1.4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是经由 EJB 执行位于远程环境中的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 EventListener。

构造和时序图如“图 4-18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构造”和“图 4-19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

动作（客户端）”以及“图 4-20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EJB 服务器）”所示。 

 

-listenerName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 interface >>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

<< interface >>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Home

+execute(event:Event, listener:String):EventResult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Bean

GenericEJBEventListenerFactory

+execute(event:Event):EventResult
#fire(event:Event)

StandardEventListener

#fire(event:Event)

開発するStandardEventListener

  

图 4-18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构造 

 

EventManager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execute(event)

event:
Event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Home
agent: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

create

agent

execute(event, listenerName)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setInTransaction(transaction)
何もしない

  

图 4-19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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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Bコンテナ GenericEJBEventListenerAgentBean

execute(event, listenerName)

event:
Event

StandardEventListener

execute(event)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create>> (listenerName)

result

<<create>>

  

图 4-20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动作（EJB 服务器） 

4.3.3.2 独自的 EventListener 

EventListener 会处理所接受的事件。EventListener 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接口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Listener。 

 setInTransaction 方法的实现中，参数值若为 true 则按照事务已开始的情况进行准备，若为 false

则按照事物尚未开始的情况进行准备。 

 execute 方法的实现中（若存在的话），会在实际处理的前后执行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全部 EventTrigger 的处理。此时，取得 EventTrigger 一览的要点如下。 

 通过将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作为参数传递给 event 的 getApplication 方法和 getKey 方法来取

得值，并使用该值。 

 通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EventTriggerInfos 方法取得在实际处理前执行的

EventTrigger 一览。 

 通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 getPostEventTriggerInfos 方法取得在实际处理后执行的

EventTrigger 一览。 

 根据需要进行的关联处理（事务的开始、提交、回滚等）。此时，建议进行反映了根据

setInTransaction 方法进行的准备的事务处理。 

4.3.4 EventTrigger 

EventTrigger 是在执行 EventListener 前后执行的处理内容。EventTrigger 与 EventListener 的不同点如

下。 

 针对同一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可设定多个。 

 不返回处理结果（EventResult）。 

 

EventTrigger 需要满足下述条件。 

 实现了接口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Trigger。 

 记述了 fire 方法以便进行适当处理。 

 

使用实现了 EventTrigger接口的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TriggerAdapter抽象类

后，与 StandardEventListener 相同，可在 fire(Event)方法中使用 getDAO 方法。通过此方法取得的 DAO

与通过 fire(Event, DataAccessController)方法传递的 DataAccessController的 getDAO方法的返回值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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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EventResult 

EventResult 是 EventListener 的处理结果。EventResult 需要满足下述条件。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Result 接口。 

 可序列化。使用 EJB 等时，会将 EventResult 从远程环境传递到原来的环境。此时，若不能序列化

则有可能破坏 EventResult 的内容。 

4.4 与事件相关的属性 
IM-JavaEE Framework 事 件 框 架 中 可 通 过 外 部 设 定 各 种 属 性 。 可 通 过 使 用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PropertyHandler 接口的类来取得事件属性。IM-JavaEE 

Framework 中标配有实现了此接口的多个实现类（参照“图 4-21 EventPropertyHandler”）。im-IM-JavaEE 

Framework 中未特别规定事件属性的设定方法，该设定方法依存于实现了前述接口的类。 

 

<<interface>>
EventPropertyHandler

Default
EventPropertyHandler

TextFile
EventPropertyHandler

独自に開発した
EventPropertyHandler

  

图 4-21 EventPropertyHandler 

4.4.1 取得与事件相关的属性 

通 过 EventPropertyHandler 取 得 与 事 件 相 关 的 属 性 。 可 通 过 使 用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Manager 的 getEventPropertyHandler 方 法 来 取 得

EventPropertyHandler。必须通过此方法来取得 EventPropertyHandler，开发者不可自己显式生成此

EventPropertyHandler 实现类（通过调用 new 或 java.lang.Class 的 newInstance 方法生成实例，或使用

映像来生成实例）。 

 

与取得 EventPropertyHandler和取得属性相关的步骤如“图 4-22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所示。 

Event
Manage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
Manager

Event
PropertyHandler

(1) getEventPropertyHandler
(2) getPropertyHandler("event")

(3) get～

  

图 4-22 Event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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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EventPropertyHandler 取得 EventManager。 

2. EventManager 内部会从 PropertyManager 取得 EventPropertyHandler 并将其返回到应用程序。此

部分是在 EventManager 内部进行的，不需要开发者特别认识到。 

3. 使用 EventPropertyHandler 取得各种的属性。 

4.4.2 标配的 EventPropertyHandler 

IM-JavaEE Framework 中 提 供 了 若 干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PropertyHandler 的类。由于各自的设定方法和其特性各

不相同，可根据使用者进行相应必要切换。 

4.4.2.1 DefaultEventPropertyHandler 

准备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DefaultEventPropertyHandler。 

 

属性设定是通过资源文件来进行的。资源文件的内容格式是“属性名=属性的值”。可使用字符等遵从

java.util.ResourceBundle 的要求。需要将此资源文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下。关于资源文件

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4.4.2.2 TextFileEvent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TextFileEventPropertyHandler。 

 

虽然使用了与 DefaultEventPropertyHandler 相同格式的资源文件，但有下述不同点。 

 不需要直达类路径。 

 可将其配置到文件系统的任意的场所，只要是可从应用程序参照的场所即可。 

 根据设定情况，可在不停止应用程序的情况下重新读入资源文件。 

 

关于资源文件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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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XmlEvent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XmlEventPropertyHandler。 

属性设定是以 XML 格式来进行的。需要将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中，将带有固有 ID 和 Java 包

路径的 ID 作为应用程序 ID。例如，应用程序 ID 是“foo.bar.example”时，其配置的类路径是

“foo/bar/event-config-example.xml”。 

另外，XmlEventPropertyHandler 支持动态读取。 

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4.4.3 独自的 EventPropertyHandler 

开发者独自生成 EventPropertyHandler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PropertyHandler 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全部方法都能返回适当的值。（参照“4.4.4 属性内容”） 

 isDynamic()方法返回 false 时，应用程序服务器不重新启动的话，取得属性的方法不会变化。 

4.4.4 属性内容 

虽然根据运行时使用的 EventPropertyHandler 种类不同，事件相关属性的设定方法也不同，但从概念上来

说是相同的。 

 

事件相关属性的内容如下。 

4.4.4.1 共通 

4.4.4.1.1 动态读取 

可通过 isDynamic()方法取得。 

 

此方法返回值为 true 时，需要以每次能够读取设定信息的方式实现由此接口定义的各属性取得方法（get～

方法）。为 false 时，各属性取得方法也可考虑性能在内部缓存所取得的值。 

4.4.4.2 各个应用程序 

4.4.4.2.1 事件 

可通过 getEventNam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取得。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事件的完整类名。未设定时，返回 null。此处指定的类需要是已扩展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 的类。 

4.4.4.2.2 EventListenerFactory 

可通过 getEventListenerFactoryNam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取得。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完整类名。若未设定，则会抛出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PropertyException 。 此 处 指 定 的 类 需 要 已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ListenerFactory接口。 

4.4.4.2.3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参数 

可通过 getEventListenerFactoryParams(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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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ListenerFactory 的初始参数。若未设定，则返回大小为 0 的

数组。 

4.4.4.2.4 EventTrigger 信息（在事件处理前启动） 

可通过 getEventTriggerInfos(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取得。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Trigger信息。在此取得的 EventTrigger会在事件处理前启动。

其返回信息需要满足下述条件。 

 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TriggerInfo 的 collection。 

 使用所返回 collection的 iterator 方法，可按照设定好的顺序取得 EventTriggerInfo。 

 EventTriggerInfo 中包含下述信息。 

 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组合中的唯一顺序（可通过 getNumber取得）。 

 包含了 EventTrigger 包名的完整类名（可通过 getName 方法取得）。 

 

若未设定，则返回内容为空的 Collection。 

4.4.4.2.5 EventTrigger 信息（在事件处理后启动） 

可通过 getPostEventTriggerInfos(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取得。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和事件键相对应的 EventTrigger信息。在此取得的 EventTrigger会在事件处理后启动。

其返回信息需要满足下述条件。 

 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event.EventTriggerInfo 的 collection。 

 使用所返回 collection的 iterator 方法，可按照设定好的顺序取得 EventTriggerInfo。 

 EventTriggerInfo 中包含下述信息。 

 应用程序 ID 和事件键组合中的唯一顺序（可通过 getNumber取得）。 

 包含了 EventTrigger 包名的完整类名（可通过 getName 方法取得）。 

 

若未设定，则返回内容为空的 Collection。 

4.5 事务 
IM-JavaEE Framework 事件框架中标配的 StandardEventListener 和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具备事务

功能。这些功能基本都是以 execute(Event event)方法为单位开始/结束事务的。使用这些功能生成

EventListener 组件时，建议按照下述方法来实现 fire 方法： 

 想提交事务时用通常处理来结束。 

 想回滚事务时抛出异常。 

4.5.1 StandardEventListener 

在 StandardEventListener 内部管理事务的情况如“图 4-23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事务（在内部开

始）”所示。 

 



 4 事件框架 
 

制作者：株式会社 NTT データ イントラマート Page 85 

 

execute(event)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troller

ユーザトランザクションの取得

ut

begin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result

<<create>>

<<create>>

commit

commit

release

result

triggerList

<<create>>

setInTransaction(false)

EventManag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DataManager

event:
Event

data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pre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InitialContext
ut:

UserTransaction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Application

<<create>>

dispatch(event, false)

createEvent

event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triggerList

<<create>> post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処理後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fire(event)

処理前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图 4-23 StandardEventListener的事务（在内部开始） 

 

在 StandardEventListener 外部管理事务情况如“图 4-24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事务（在内部开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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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event)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troller

ユーザトランザクションの取得

ut

begin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create>>

<<create>>

commit

commit

release

result

<<create>>

setInTransaction(true)

EventManag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DataManager

event:
Event

data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pre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InitialContext
ut:

UserTransaction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Application

<<create>>

dispatch(event, true)

createEvent

event

preTriggerList

処理前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result

fire(event)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create>> post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postTriggerList

処理後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图 4-24 StandardEventListener的事务（在内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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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图 4-23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事务（在内部开始）”和“图 4-24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

事务（在内部开始）”之后即可了解到，commit 是在 DataAccessController 和 UserTransaction 两处进

行的（关于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进行的事务管理请参照“5.5 事务”）。这是由于

DataAccessController 和 UserTransaction 的管理体系是不同的事务，双方无法处理同一事务。因此，在

数据框架中使用数据库等时，建议不要使用 DataAccessController，而是使用由 UserTransaction 处理的

DataSource 来访问数据库。 

 

StandardEventListener 可 从 fire 方 法 内 部 嵌 套 调 出 其 他 EventListener 。 此 时 ， 使 用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 dispatchEvent 方法。这种情况如“图 4-25 从 StandardEventListener 调用其

他 EventListener”所示。 

 

execute(event)

<<create>>

result

EventManager
innerListener:

～EventListener

event:
Event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event

dispatchEvent(event)

result

<<create>>

setInTransaction(true)

createEvent

dispatch(event, true)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outerListener:
StandardEventListener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前提で処理を行う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ことを通知

  

图 4-25 从 StandardEventListener 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 

 

从 StandardEventListener 调用 StandardEventListener 或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时，有一点需要注

意。将“图 4-23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事务（在内部开始）”、“图 4-24 StandardEventListener

的事务（在内部开始）”、“图 4-25 从 StandardEventListener 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结合起来看，

即 可 了 解 到 DataAccessController （ 关 于 DataAccessController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照 “5.3.2 

DataAccessController”）可由外部 StandardEventListener 也可由内部 StandardEventListener 生成。

这 意 味 着 由 DataAccessController 管 理 的 事 务 是 各 自 分 别 生 成 的 。 就 是 说 ， 若 嵌 套 了

StandardEventListener，则使用由 DataAccessController 管理的数据连接器（例如 JDBCConnector 等，

关于数据连接器的详细信息请参照“5.3.3 DataConnector”）时，可能无法将处理集中到一个事务中。为

了避开此问题，在数据框架中使用数据库等时，建议不要使用 DataAccessController，而是使用由

UserTransaction 处理的 DataSource 来访问数据库。 

4.5.2 GenericEventListener 

GenericEventListener 中不进行事务管理。交由带有事务管理方法的 StandardEventListener 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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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通过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管理事务的情况如“图 4-26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事务”所示。 

 

EJBコンテナ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AgentBean

execute(event)

event:
Event

DataManager

data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troller

pre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fire(event, dataController)

result

result:
EventResult

<<create>>

<<create>>

commit

release

result

処理前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triggerList

<<create>>

post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処理前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triggerList

<<create>>

  

图 4-26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事务 

 

参看“图 4-26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事务”后，即可了解到 UserTransaction 的开始/结束尚未进

行。因此，使用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时，需要通过 CMT（container-managed transaction：Container

管理事务）来控制事务。另外，出于与“4.5.1 StandardEventListener”的说明相同的原因，建议通过

DataSource 来访问数据库。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可从 fire 方法内部嵌套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此时，使用的是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的 dispatchEvent 方法。这种情况如“图 4-27 从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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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event)

<<create>>

result

EventManager
innerListener:

～EventListener

event:
Event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event

dispatchEvent(event)

result

<<create>>

setInTransaction(true)

createEvent

dispatch(event, true)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outerListener: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前提で処理を行う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ことを通知

  

图 4-27 从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 

 

从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调用 StandardEventListener 或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时，与数据框

架（详细信息请参照“5 数据框架”）相关的注意点与在“4.5.1 StandardEventListener”中说明的注意

点相同。为了避开此问题，在数据框架中使用数据库等时，建议不要使用 DataAccessController，而是使

用由 UserTransaction 处理的 DataSource 来访问数据库。 

4.5.4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通过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来管理事务的情况如“图 4-28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事务”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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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event, listener)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troller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create>>

<<create>>

commit

release

result

execute(event)

処理前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preTriggerList

fire(event)

result

result

<<create>>

EJBコンテナ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AgentBean
Standard

EventListener
event:
Event

DataManager

data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pre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result:
EventResult

setInTransaction(true)

fireAll(event, dataController)

処理後に起動するトリガの取得

postTriggerList

<<create>> postTriggerList:
EventTriggerList

  

图 4-28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事务 

 

参看“图 4-28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事务”后，即可了解到 UserTransaction 的开始/结束尚未进

行。因此，使用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时，需要通过 CMT（container-managed transaction：Container

管理事务）来控制事务。另外，出于与“4.5.1 StandardEventListener”的说明相同的原因，建议通过

DataSource 来访问数据库。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可从 fire 方法内部嵌套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此时，使用的是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的 dispatchEvent 方法。这种情况如“图 4-29 从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调

用其他 EventListener”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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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event)

<<create>>

result

EventManager
innerListener:

～EventListener

event:
Event

result:
EventResult

result

event

dispatchEvent(event)

result

<<create>>

setInTransaction(true)

createEvent

dispatch(event, true)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outerListener:
GenericEJBEventListener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前提で処理を行う

UserTransactionは
すでに開始されている
ことを通知

  

图 4-29 从 GenericEJBEventListener调用其他 EventListener 

 

从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调用 StandardEventListener 或 StandardEJBEventListener 时，与数据框

架（详细信息请参照“5 数据框架”）相关的注意点与在“4.5.1 StandardEventListener”中说明的注意

点相同。为了避开此问题，在数据框架中使用数据库等时，建议不要使用 DataAccessController，而是使

用由 UserTransaction 处理的 DataSource 来访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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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框架 

5.1 概要 
数据的持久化和与其他系统的联动等是业务逻辑中最重要的元素。在与数据库或其他系统连接时需要一些

手续，这些手续基本是固定的。另外，会有变更连接对象的情况，需要修正连接对象信息，但连接手续本

身大都相同。（若只变更数据库种类，需要对连接的取得或 SQL 的发行等进行修正的情况也很少）。 

 

数据框架中将这些固定部分框架化了。 

5.2 构成 

5.2.1 配置元素 

数据框架的构成如下。 

 DAO 

 DataConnector 

 DataAccessController 

 资源 

 

这些关联如“图 5-1 服务框架的构成”所示。 

DataManager
<<interface>>

DataPropertyHand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interface>>
DataConnector

<<interface>>
DAO

リソース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图 5-1 服务框架的构成 

5.2.1.1 DAO 

DAO（数据访问对象：Data Access Object）负责对 EIS 层资源（数据库和主干系统等）的访问。建议业务

逻辑开发者不要直接操作数据库或文件等，而是通过 DAO 来访问资源。 

 

DAO 需要知道连接目标的资源种类，不需要知道连接对象。DAO 不会访问直接资源，而是经由 DataConnector

来访问。 

 

由对资源很熟悉的开发者来负责实现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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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DataConnector 

DataConnector 负责连接 DAO 和 EIS 层的资源。intra-mart 提供了几个标准组件，开发者也可独自实现相

关组件。 

 

DataConnector 是为资源提供的专用类。DataConnector 需要明确知道连接对象。 

5.2.1.3 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可进行取得 DAO、生成和结束处理、简易的事务管理等操作。 

 

DAO 与 DataConnector 的关联是通过属性来定义的。DataAccessController 根据此属性设定内容生成并提

供设定了适当 DataConnector的 DAO。 

 

由于此组件是由 intra-mart 提供的，开发者只需知道其使用方法即可。 

5.2.1.4 资源 

资源是 EIS 层的系统（数据库和主干系统等）的实况或其连接方法。作为资源的例子，intra-mart 中有

Storage 服务器、数据库、主干系统等。 

 

IM-JavaEE Framework 不提供资源本身。 

5.2.2 数据访问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数据框架对 EIS层资源进行数据访问的情况如“图 5-2 数据访问的概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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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DataManag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PropertyHandler

DataConnector

DAO

DataAccessControllerの取得

DAOの取得

DAO情報の取得

<<create>>

<<create>>

<<create>>

DataConnectorの設定

データアクセス

接続情報取得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release

release

データアクセス

開発者が作成す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で
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で
一部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图 5-2 数据访问的概要 

 

1. 调用 DataManager 的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方法，取得 DataAccessController。 

2. 调用 DataAccessController的 getDAO 方法，取得用来访问数据的 DAO。 

3. 调用 DAO 方法访问数据。 

4. 调用 DataAccessController的 commit或 rollback 方法，进行处理内容的提交或回滚。 

5. 调用 DataAccessController的 release 方法，释放对资源的连接。 

5.3 构成元素的详细信息 

5.3.1 DAO 

DAO（Data Access Object）负责对 EIS 层资源的访问。由于 DAO 主要由业务逻辑来使用，虽然需要将其接

口向业务逻辑开发者公开，但不需要了解业务逻辑的详细内容。 

 

DAO 只专门负责对资源的访问，不需要考虑连接方法。由 DataConnector 来负责到资源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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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ataAccessController的 getDAO 方法来取得 DAO。取得 DAO 的情况如“图 5-3 DAO的取得”所示。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o:
DAO

getDAO(application_ID, key, connect_name)

dao

DataPropertyHandler

getConnectorName(application_ID, key, connect_name)

connectorName

getConnectorResource(connectorName)

resource

getDAOName(application_ID, key, connect_name)

dao_name

<<create>> (dao_name)

setConnectInfo(connector, resource, key, connect_name)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を取得

connector

  

图 5-3 DAO 的取得 

 

虽然可取得 DAO 并直接使用，但强烈推荐生成应用程序来使用准备并实现了 DAO 接口（DAOIF）的 DAO。这

样的话，即使资源种类发生了变化时，也不需要修正使用 DAO 的应用程序，只需变更 DAO 的设定即可。详

细信息请参照“5.3.1.3 DAOIF”。 

5.3.1.1 标配的 DAO 

IM-JavaEE Framework 中为被认为会被频繁使用的资源提供了几个专用 DAO。由于这些 DAO 全部是抽象类，

无法生成直接实例，但开发者通过生成此 DAO 的子类可减少代码量。 

5.3.1.1.1 DBDAO 

DBDAO是专用于数据库的 DAO。使用 DBDAO时，需要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BConnector

的子类指定为 DataConnector（参照“图 5-4 DBDAO 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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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onnectInfo(connector:DataConnector, resource:String, key:String , connect:String )

<<interface>>
DAO

+setConnectInfo(connector:DataConnector, resource:String, key:String , connect:String )
#getConnection():Connection

-resource:String

DBDAO

DataConnector

DBConnector

<<interface>>
java.sql.Connection

-connector

  

图 5-4 DBDAO的构造 

 

对数据库的访问需要通过 java.sql.Connection 接口来进行。DBDAO 中设定了适当的 DataConnector 时，仅

仅调用 getConnection方法即可取得 java.sql.Connection（参照“图 5-5 Connection的取得（DBDAO）”）。 

 

DBDAO DBConnector

[未取得の場合] getConnection(resource)

connector

[未取得の場合] 内部にキャッシュ

connection:
Connection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getConnection

connection

  

图 5-5 Connection 的取得（DB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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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2 TenantDBDAO 

这是 TenantDBDAO intra-mart中设定的专用于访问 Tenant 数据库
8
的 DAO。 

使用 TenantDBDAO 时，需要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TenantDBConnector 或其子类指定

为 DataConnector（参照“图 5-6 TenantDBDAO 的构造”）。 

 

 

图 5-6 TenantDBDAO的构造 

 

对数据库的访问需要通过 java.sql.Connection 接口来进行。TenantDBDAO 中设定了适当的 DataConnector

时，仅仅通过调用 getConnection 方法即可取得 java.sql.Connection（参照“图 5-7 Connection 的取得

（TenantDBDAO）”）。 

 

 

图 5-7 Connection 的取得（TenantDBDAO） 

5.3.1.1.3 SharedDBDAO 

这是 SharedDBDAO 是 intra-mart 中专用于访问已设定的共享数据库
9
的 DAO。使用 SharedDBDAO 时，需要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 SharedDBConnector 或其子类指定为 DataConnector（参照“图 

5-8 SharedDBDAO 的构造”）。 

 

                                                                 
8
  intra-mart的 WEB-INF/conf/data-source-mapping-config.xml 中设定的数据库。被定义为 tenant-data-source 的 DAO。 

9
  intra-mart的 WEB-INF/conf/data-source-mapping-config.xml 中设定的数据库。被定义为 shared-data-source 的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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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SharedDBDAO的构造 

 

对数据库的访问需要通过 java.sql.Connection 接口来进行。SharedDBDAO 中设定了适当的 DataConnector

时，可通过调用 getConnection 方法来取得 java.sql.Connection（参照“图 5-9 Connection 的取得

（SharedDBDAO）”）。 

 

 

图 5-9 Connection 的取得（SharedDBDAO） 

 

5.3.1.1.4 IntramartDBDAO 

这是 IntramartDBDAO 是专用于访问 intra-mart 中设定的数据库
10
的 DAO。使用 IntramartDBDAO 时， 

需要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IntramartDBConnector 或其子类 DataConnector 指定为

DataConnector（参照“图 5-10 IntramartDBDAO 的构造”）。 

不推荐 DbsConnection 方法，若不以兼容性模式安装就不会动作。 

因此 IntramartDBDAO 会在安装了兼容性模块时动作。 

建议使用 TenantDBDAO 或 SharedDBDAO。 

 

                                                                 
10
  intra-mart的 WEB-INF/conf/data-source-mapping-config.xml 中设定的数据库。 

需要为 tenant-data-source 和 shared-data-source分别设定相同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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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onnectInfo(connector:DataConnector, resource:String, key:String , connect:String )

<<interface>>
DAO

+setConnectInfo(connector:DataConnector, resource:String, key:String , connect:String )
#getConnection():DbsConnection

-connect:String

IntramartDBDAO

DataConnector

IntramartDBConnector

DbsConnection

-connector

  

图 5-10 IntramartDBDAO 的构造 

 

若要访问由 intra-mart 指定的数据库，需要通过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database.DbsConnection 来访问数据库。IntramartDBDAO中，仅通过调用

getConnection 方法即可取得 DbsConnection（参照“图 5-11 Connection 的取得（IntramartDBDAO）”）。 

 

IntramartDBDAO IntramartDBConnector

[未取得の場合] getConnection(connect)

connector

[未取得の場合] 内部にキャッシュ

connection:
DbsConnection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getConnection

connection

  

图 5-11 Connection的取得（IntramartDBDAO） 

5.3.1.1.5 IntramartStorageDAO 

这是 IntramartStorageDAO 是专用于访问在 intra-mart 的 Public Storage 中所使用的文件的 DAO。使用

IntramartStorageDAO 时，需要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或其子类指定为 

DataConnector（参照“图 5-12 IntramartStorageDAO 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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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IntramartStorageDAO的构造 

 

使用 Storage Service 时，需要通过 jp.co.intra_mart.foundation.service.client.file.PublicStorage

来访问文件。IntramartStorageDAO 中，仅通过调用 getStorageFile 方法即可取得 PublicStorage（参照

“图 5-13 Connection 的取得（IntramartStorageDAO）”）。 

 

 

图 5-13 Connection的取得（IntramartStorageDAO） 

5.3.1.2 独自的 DAO 

开发者独自生成 DAO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O 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在 setConnectInfo 方法中设定了适当的连接信息。 

 

另外，虽然并非必须，但建议实现时满足下述要求。 

 是抽象类(abstract class)。 

 实现了通过特定 DataConnector 来访问特定资源这种简易的访问方法。例如，DBDAO 持有通过

DBConnector 的子类来访问关系数据库的 getConnection 方法。 

5.3.1.3 DAOIF 

应用程序通过 DAO 来访问资源。可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的 getDAO 方法取得 DAO。由于此方法返回值

的类型是 java.lang.Object，使用 DAO 的应用程序需要对其做向下强制类型转换，以便转换成适当的类。

此时，不要直接向下强制转换成所使用的 DAO 类，而是建议将其向下强制转换成 DAOIF（定义了相应 DAO方

法的接口）。 

 

使用了 DAOIF 时，即使资源种类发生了变更也不需要修正使用 DAO 的应用程序，只需替换 DAO 即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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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挥 DAOIF 的优点，应用程序不应为 DAO 编码而是应为 DAOIF 编码。 

 

“图 5-14 DAOIF 的使用”中所示的例子是有 DAO 的情况。 

 

+accessA(...)
+accessB(...)

<<interface>>
SampleDAOIF

+accessA(...)
+accessB(...)

SampleDAO1

+accessA(...)
+accessB(...)

SampleDAO2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图 5-14 DAOIF 的使用 

 

在此不使用 DAOIF 来访问资源的应用程序代码如“列表 5-1 不使用 DAOIF 时”所示。虽然此代码可正常运

行，但若所使用资源的种类发生了变更，在不变更 SampleDAO1 的实现的情况下需要修改应用程序。 

 

列表 5-1 不使用 DAOIF 时 

 

        ・・・ 

        // 将 DataAccessController作为已取得的 controller 

        SampleDAO1 dao = (SampleDAO1)controller.getDAO("app1", "key1", "con1"); 

        dao.access(...); 

        ・・・ 

 

 

对于这种情况，使用 DAOIF 来访问资源的应用程序代码如“列表 5-2 使用 DAOIF 时（推荐）”所示。请注

意，此代码中使用了 SampleDAOIF。此代码中，若所使用资源的种类发生了变更，虽然需要在属性设定中将

SampleDAO1 替换成 SampleDAO2，但不需要修改应用程序。 

 

列表 5-2 使用 DAOIF 时（推荐） 

 

        ・・・ 

        // 将 DataAccessController作为已取得的 controller 

        SampleDAOIF dao = (SampleDAOIF)controller.getDAO("app1", "key1", "con1"); 

        dao.access(...); 

        ・・・ 

 

5.3.2 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有下述两个功能。 

 取得 DAO 

 管理事务 

5.3.2.1 取得 DAO 

可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来取得 DAO。这种情况如“图 5-15 DAO 的取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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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PropertyHandler

getConnectorName(application, key, connect)

connectorName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を取得

connector

connector:
DataConnecto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getDAO(application, key, connect)

dao

dao:
DAO

getDAOName(application, key, connect)

daoName

<<create>> (daoName)

setConnectInfo(connector, resource, key, connect)

getConnectorResource(connectorName)

resource

DataManager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controller

  

图 5-15 DAO 的取得 

 

“图 5-15 DAO 的取得”中进行了下述处理。 

 

1. 应用程序从 DataManager 中取得 DataAccessController（getDataAccessController）。 

2. 应用程序将应用程序 ID、键、连接名传递给取得的 DataAccessController，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取得 DAO（getDAO）。 

3. DataAccessController取得与应用程序 ID、键、连接名相对应的数据连接器名（getConnectorName）。 

4. DataAccessController 取得与所取得的数据连接器名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 

5. DataAccessController 取得与应用程序 ID、键、连接名相对应的 DAO 的类名（getDAOName）。 

6. DataAccessController取得与应用程序 ID、键、连接名相对应的资源名（getConnectorResource）。 

7. DataAccessController 根据取得的 DAO 类名生成 DAO。 

8. DataAccessController 将 DataConnector 设定到生成的 DAO中（setConnectorInfo）。 

9. DataAccessController 将 DAO返回给应用程序。 

 

DataAccessController 以数据连接器名为键将 DataConnector 缓存起来。DataAccessController 在取得

DataConnector 时，首先检索自身内的缓存。若不存在于缓存内，则从 DataPropertyHanler 取得与数据连

接器名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 的类名（getConnectorClassName），并新建生成 DataConnector。此

DataConnector 会被添加到缓存中，可在同一 DataAccessController 内重复使用。 

 

DataConnector缓存的情况如“图 5-16 DataConnector的取得（已被缓存时）”和“图 5-17 DataConnector

的取得（未被缓存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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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Connectorのキャッシュ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を取得

connector:
DataConnector

connector

connector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を取得

  

图 5-16 DataConnector的取得（已被缓存时） 

 

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handler:
DataPropertyHandler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を取得

connector

DataConnectorのキャッシュ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を取得

connector:
DataConnector

null

<<create>> (connector_class_name)

getConnectorClassName(connectorName)

connector_class_name

setDataPropertyHandler(handler)

connectorNameに該当するDataConnectorとしてconnectorを設定

  

图 5-17 DataConnector的取得（未被缓存时） 

5.3.2.2 管理事务 

可使用 DataAccessController 实现简易的事务处理。建议进行事务管理时使用此方法。详细信息请参照

“5.5.1.2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来进行事务管理”。 

5.3.3 DataConnector 

DataConnector 负责将 DAO 和资源连接起来。由于 DAO 中可使用的 DataConnector 受到限制，需要为每个

DAO 考虑使用哪个 DataConnector（参照“5.3.1 DAO”）。 

5.3.3.1 标配的 DataConnector 

IM-JavaEE Framework 预先提供了被认为会被频繁使用的下述 DataConnector。 

 DBConnector 

用于连接关系数据库的 DataConnector。其本身为抽象类。 

 用于通过 JDBC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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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来连接数据库的 DataConnector。被定义为 DBConnector的子类。 

 DataSourceConnector 

用于通过数据源来连接数据库的 DataConnector。被定义为 DBConnector 的子类。 

 IntramartDBConnector 

用于连接由 intra-mart 管理的数据库的 DataConnector。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用于连接 intra-mart的 Public Storage 的 DataConnector。 

 

下面对这些进行详细说明。 

5.3.3.1.1 DBConnector 

DBConnector 的主要作用是取得用于连接 RDBMS 的 java.sql.Connection。DBConnector 本身是抽象类，

Connection 的取得方法由其子类来实现。此子类连接器主要是供 DBDAO 使用的。 

 

DB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18 DB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putResource(resource:String, params:ResourceParam[]):Connection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getConnection(resource:String):Connection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BConnector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ataConnector

<<interface>>
DataPropertyHandler

java.sql.Connectionresource

  

图 5-18 DBConnector 的构造 

 

在发生了连接要求（getConnection）时，DBConnector 会从自身所保持的 Connection 缓存中检索与资源名

相对应的 Connection。未检索到 Connection 时，会从 DataPropertyHandler 取得（getResourceParams）

与资源名相对应的资源信息，新建取得对应的 Connection，将其添加到缓存中。被缓存的 Connection 可在

同一 DBConnector 内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 Connection 的情况如“图 5-19 从 DB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已取得过）”和“图 5-20 从

DB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新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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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onnectorDBDAO

getConnection(resource)

リソースのキャッシュ
connection:
Connection

getResource("", "", resource)

resourceに一致するConnectionを検索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データアクセス

  

图 5-19 从 DB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已取得过） 

 

DBConnectorDBDAO DataPropertyHandler

getConnection(resource)

リソースのキャッシュ

connection:
Connection

getResource("", "", resource)

resourceに一致するConnectionを検索

null

getResourceParams(resource)

resourceInfo

resourceInfo:
ResourceParam[ ]

putResource(resource, resourceInfo)

connection

connection

コネクション情報の取得

<<create>> コネクション情報を元に生成

connection

コネクションの追加

  

图 5-20 从 DB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新建） 

5.3.3.1.2 JDBCConnector 

不建议使用 JDBCConnector。作为其替代，建议使用 DataSourceConnector。 

JDBCConnector 提供了连接 RDBMS 的简易功能。JDBCConnector 主要是供 DBDAO 使用的。 

 

使用 JDBCConnector 时，需要如“表 5-1 JDBC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所示设定数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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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JDBC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 

项目 内容 

Data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JDBCConnector 

数据连接器名 任意 

资源名 任意 

资源参数 driver 连接数据库的驱动类名 

URL 连接数据库的 URL 

username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password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密码 

 

指定了 XmlDataPropertyHandler 作为 DataPropertyHandler时，与“表 5-1 JDBC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

相对应的设定内容的例子如“列表 5-3 data-config.xml 的设定例子（JDBCConnector）”和“列表 5-4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定例子（JDBCConnector）”所示。此例中应用程序 ID 是 application、

数据连接器名是 myCon、资源名是 myResource、驱动类名是 sample.jdbc.driber.SampleDriver、数据库连

接时的 URL 是 jdbc:sampledb:sample、数据库的连接用户是 imart、密码是 imartpass。 

 

列表 5-3 data-config.xml的设定例子（JDBCConnector） 

 

・・・ 

 <connector> 

  <connector-name>myCon</connector-name> 

  <connector-class>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JDBCConnector</connector-class> 

  <resource-name>myResource</resource-name> 

 </connector> 

 

 <resource> 

  <resource-name>myResource</resource-name> 

  <init-param> 

   <param-name>driver</param-name> 

   <param-value>sample.jdbc.driber.SampleDriver</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url</param-name> 

   <param-value>jdbc:sampledb:sample</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username</param-name> 

   <param-value>imart</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param-name>password</param-name> 

   <param-value>imartpass</param-value> 

  </init-param>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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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5-4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的设定例子（JDBCConnector） 

 

・・・ 

 <dao-group> 

  <dao-key>key</dao-key> 

  <dao> 

    <dao-class>・・・</dao-class> 

    <connector-name>myCon</connector-name> 

  </dao> 

 </dao-group> 

・・・ 

 

 

出于下述理由，不建议使用 JDBCConnector。 

 无法使用与 UserTransaction相同的事务来管理。 

 一般来说应用程序服务器中通常没有数据源以外的连接池功能。 

 

JDBC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21 JDB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putResource(resource:String, params:ResourceParam[]):Connection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JDBCConnector

#putResource(resource:String, params:ResourceParam[]):Connection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getConnection(resource:String):Connection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BConnector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ataConnector

<<interface>>
DataPropertyHandler

Connectionresource

DriverManager

  

图 5-21 JDBConnector 的构造 

 

使用 JDBC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 的情况如“图 5-22 Connection 的取得（JDBCConnector）”所示。

使用 DAO 来进行编码的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深入理解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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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Connector DataPropertyHandlerリソースのキャッシュ
connection:
Connection

resourceに一致するConnectionを検索

null

getResourceParams(resource)

resourceInfo

resourceInfo:
ResourceParam[ ]

DriverManager

URL, ユーザ名, パスワードの取得

URL, ユーザ名, パスワード

getConnection(URL, ユーザ名, パスワード)

connection

getResource("", "", resource)

putResource(resource, resourceInfo)

connection

connection

setAutoCommit(false)

connectionをキャッシュに追加

  

图 5-22 Connection的取得（JDBCConnector） 

 

对 JDBCConnector 进行了提交或回滚时的情况如“图 5-23 提交或回滚（JDBCConnector）”所示。 

 

JDBCConnector
con1:

Connection
DataAccessController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nN:
Connection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

  

图 5-23 提交或回滚（JDBCConnector） 

 

参看“图 5-23 提交或回滚（JDBCConnector）”之后即可了解到，JDBCConnector 会对其所持有的全部

Connection 各自进行提交或回滚操作。提交时，无论哪一个提交失败，都会对其之后的 Connection 进行回

滚操作，但对于已提交的 Connection 不会有任何操作
11
。 

                                                                 
11  这就意味着违背了事务的原子性（Atomicity：事务内的处理只能是全部成功或全部失败）。因此，不建议使用 JDBC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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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3 DataSourceConnector 

DataSourceConnector 提供了连接 RDBMS 的简易功能。DataSourceConnector 主要是供 DBDAO 使用的。与

JDBCConnector 的不同如下所示。 

 从登记在应用程序服务器中的 DataSource 取得对数据库的 Connection。 

 使用与 UserTransaction 相同的事务来管理。 

 

使用 DataSourceConnector 时，需要如“表 5-2 DataSource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所示设定数据属性。 

表 5-2 DataSource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 

项目 内容 

Data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SourceConnector 

数据连接器名 任意 

资源名 任意 

资源参数 jndi DataSource 的查找名 

 

指定了 XmlDataPropertyHandler 作为 DataPropertyHandler时，与“表 5-2 DataSourceConnector 的设定

内容”相对应的设定内容的例子如“列表 5-5 data-config.xml 的设定例子（DataDourceConnector）”和

“列表 5-6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定例子（DataDourceConnector）”所示。此例中，应用程

序 ID 是 application 、 数 据 连 接 器 名 是 myCon 、 资 源 名 是 myResource 、 数 据 源 是 可 通 过

"java:comp:env/jdbc/mydb"来查找的由应用程序服务器设定的数据源。 

 

列表 5-5 data-config.xml的设定例子（DataDourceConnector） 

 

・・・ 

<connector> 

  <connector-name>myCon</connector-name> 

 <connector-class>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SourceConnector</connector-class> 

 <resource-name>myResource</resource-name> 

</connector> 

・・・ 

<resource> 

 <resource-name>myResource</resource-name> 

 <init-param> 

  <param-name>jndi</param-name> 

  <param-value>java:comp:env/jdbc/mydb</param-value> 

 </init-param>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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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5-6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的设定例子（DataDourceConnector） 

 

・・・ 

<dao-group> 

 <dao-key>key</dao-key> 

 <dao> 

 <dao-class>・・・</dao-class> 

   <connector-name>myCon</connector-name> 

 </dao> 

</dao-group> 

・・・ 

 

 

DataSource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24 DataSource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putResource(resource:String, params:ResourceParam[]):Connection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ataSourceConnector

#putResource(resource:String, params:ResourceParam[]):Connection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getConnection(resource:String):Connection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BConnector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ataConnector

<<interface>>
DataPropertyHandler

Connectionresource

DataSource

  

图 5-24 DataSourceConnector的构造 

 

使 用 DataSourceConnector 取 得 Connection 的 情 况 如 “ 图  5-25 Connection 的 取 得

（DataSourceConnector）”所示。使用 DAO 来进行编码的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深入理解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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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ourceConnector DataPropertyHandlerリソースのキャッシュ
ds:

DataSource

resourceに一致するConnectionを検索

null

getResourceParams(resource)

resourceInfo

resourceInfo:
ResourceParam[ ]

InitialContext

DataSourceのルックアップ名の取得

lookupName

lookup(lookupName)

ds

getResource("", "", resource)

putResource(resource, resourceInfo)

connection:
Connection

get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をキャッシュに追加

connection

connection

  

图 5-25 Connection的取得（DataSourceConnector） 

 

对 DataSourceConnector 进行提交或回滚操作时的情况如“图 5-26 提交或回滚（DataSourceConnector）”

所示。 

 

DataSourceConnectorDataAccessController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何もしない

  

图 5-26 提交或回滚（DataSource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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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4 TenantDBConnector 

TenantDBConnector 提供连接到在 intra-mart 的 Tenant 数据库设定的 RDBMS 的功能。TenantDBConnector

主要是供 TenantDBDAO 使用的。由于是使用 DataSource 来连接在 intra-mart 中设定的 RDBMS 的，这样就

有了与 DataSourceConnector相同的优点。 

 

使用 TenantDBConnector 时，需要在数据属性中进行如“表 5-3 TenantDB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所示的

设定。 

表 5-3 TenantDBConnector的设定内容 

项目 内容 

Data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TenantDBConnector 

数据连接器名 任意 

资源名 （无） 

 

指定了 XmlDataPropertyHandler 作为 DataPropertyHandler时，与“列表 5-7 data-config.xml 的设定例

子（TenantDBConnector）”相对应的设定内容的例子如“列表 5-8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定

例子（TenantDBConnector）”所示。此例中，应用程序 ID是 application、数据连接器名是 myCon。 

列表 5-7 data-config.xml的设定例子（TenantDBConnector） 

 

・・・ 

<connector> 

   <connector-name>tenant_db</connector-name> 

<connector-class>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TenantDBConnector 

</connector-class> 

  </connector> 

・・・ 

 

 

列表 5-8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的设定例子（TenantDBConnector） 

 

・・・ 

<dao-group> 

  <dao-key>key</dao-key> 

  <dao> 

<dao-class>・・・</dao-class> 

    <connector-name>tenant_db</connector-name> 

  </dao> 

</dao-group> 

・・・ 

 

 

TenantDB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27 TenantDB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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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TenantDBConnector 的构造 

 

使用 TenantDB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 的情况如“图 5-28 Connection 的取得（TenantDBConnector）”

所示。使用 DAO 来进行编码的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深入理解此动作。 

 

 

图 5-28 Connection的取得（TenantDBConnector） 

 

TenantDBConnector 中不进行任何提交或回滚操作。对 TenantDBConnector 进行了提交或回滚操作时的情况

如“图 5-29 提交或回滚（TenantDBConnector）”所示。 

 

 

图 5-29提交或回滚（TenantDBConnector） 



intra-mart IM-JavaEE Framework 式样书 

 

Page 114 Copyright 2000-2012 株式会社 NTT 数据 英特玛 All rights Reserved. 

 

5.3.3.1.5 SharedDBConnector 

SharedDBConnector 提供连接到在 intra-mart 共享数据库中设定的 RDBMS 的功能。SharedDBConnector 主

要供 SharedDBDAO 使用。由于是使用 DataSource 来连接在 intra-mart 中设定的 RDBMS 的，这样就有了与

DataSourceConnector 相同的优点。 

 

使用 SharedDBConnector 时，需要在数据属性中进行如“图 5-30 SharedDB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所示的

设定。 

图 5-30 SharedDB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 

项目 内容 

Data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SharedDBConnector 

数据连接器名 任意 

资源名 （无） 

 

指定了 XmlDataPropertyHandler 作为 DataPropertyHandler时，与“列表 5-9 data-config.xml 的设定例

子（SharedDBConnector）”相对应的设定内容的例子如“列表 5-10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

定例子（SharedDBConnector）”所示。此例中，应用程序 ID是 application、数据连接器名是 myCon。 

 

列表 5-9 data-config.xml的设定例子（SharedDBConnector） 

 

・・・ 

<connector> 

   <connector-name>shared_db</connector-name> 

<connector-class>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SharedDBConnector 

</connector-class> 

  </connector> 

・・・ 

 

 

列表 5-10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定例子（SharedDBConnector） 

 

・・・ 

<dao-group> 

  <dao-key>key</dao-key> 

  <dao> 

<dao-class>・・・</dao-class> 

    <connector-name>shared_db</connector-name> 

  </dao> 

</dao-group> 

・・・ 

 

 

SharedDB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31 SharedDB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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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SharedDBConnector 的构造 

 

使用 SharedDBConnector 取得 Connection 的情况如“图 5-32 Connection 的取得（SharedDBConnector）”

所示。使用 DAO 来进行编码的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深入理解此动作。 

 

图 5-32 Connection的取得（SharedDBConnector） 

 

SharedDBConnector 中不进行任何提交或回滚操作。对 SharedDBConnector 进行了提交或回滚操作时的情况

如“图 5-33 提交或回滚（SharedDBConnector）”所示。 

 

 

图 5-33 提交或回滚（SharedDB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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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6 IntramartDBConnector 

IntramartDBConnector 提供连接到在 intra-mart 中设定的 RDBMS 的功能。IntramartDBConnector 主要供

IntramartDBDAO 使用。由于是使用 DataSource 来连接在 intra-mart 中设定的 RDBMS 的，这样就有了与

DataSourceConnector 相同的优点。 

不推荐使用 DbsConnection，因为不安装兼容性模块的话 DbsConnection 不会动作。因此 IntramartDBDAO

会在安装了兼容性模块时动作。 

应该使用 TenantDBDAO 或 SharedDBDAO。 

 

使用 IntramarDBConnector 时，需要在数据属性中进行如“表 5-4 IntramartDBConnector的设定内容”所

示的设定。 

表 5-4 IntramartDBConnector的设定内容 

项目 内容 

Data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IntramartDBConnector 

数据连接器名 任意 

资源名 （无） 

 

指定了 XmlDataPropertyHandler 作为 DataPropertyHandler时，与“表 5-2 DataSourceConnector 的设定

内容”相对应的设定内容的例子如“列表 5-11 data-config.xml 的设定例子（IntramartDBConnector）”

和“列表 5-12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定例子（IntramartDBConnector）”所示。此例中，应

用程序 ID是 application、数据连接器名是 myCon。 

 

列表 5-11 data-config.xml 的设定例子（IntramartDBConnector） 

 

・・・ 

<connector> 

   <connector-name>intra_mart_db</connector-name> 

<connector-class>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IntramartDBConnector 

</connector-class> 

  </connector> 

・・・ 

 

 

列表 5-12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设定例子（IntramartDBConnector） 

 

・・・ 

<dao-group> 

  <dao-key>key</dao-key> 

  <dao> 

<dao-class>・・・</dao-class> 

    <connector-name>intra_mart_db</connector-name> 

  </dao> 

</dao-group> 

・・・ 

 

 

IntramartDB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34 IntramartDB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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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Resource(connect:String,):DbsConnection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getConnection(connect:String):DbsConnection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IntramartDBConnector

#getResource(key:String, connect:String, resource:String):Object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DataConnector

<<interface>>
DataPropertyHandler

DbsConnectionresource

  

图 5-34 IntramartDBConnector 的构造 

 

使 用 IntramartDBConnector 取 得 DbsConnection 的 情 况 如 “ 图  5-35 Connection 的 取 得

（IntramartDBConnector）”所示。使用 DAO 来进行编码的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深入理解此动作。 

 

IntramartDBConnector リソースのキャッシュ

connectに一致するDbsConnectionを検索

null

DbManager

get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DbsConnection

connectionをキャッシュに追加

connection

connection

IntramartDBDAO

getConnection

getResource("", connect, "")

putResource(connect)

<<create >> (connect)

connection

  

图 5-35 Connection的取得（IntramartDBConnector） 

 

对 IntramartDBConnector 进 行 了 提 交 或 回 滚 操 作 时 的 情 况 如 “ 图  5-36 提 交 或 回 滚

（IntramartDBConnector）”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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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martDBConnectorDataAccessController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n1:
DbsConnection

isDataSource

[DataSourceによる接続の場合のみ] commit

conN:
DbsConnection

isDataSource

[DataSourceによる接続の場合のみ] commit

・・・

  

图 5-36 提交或回滚（IntramartDBConnector） 

5.3.3.1.7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提 供 连 接 到 intra-mart 的 Public Storage 的 功 能 。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主要供 IntramartStorageDAO使用。 

 

使用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时，需要在数据属性中进行如“表 5-5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的

设定内容”所示的设定。 

表 5-5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的设定内容 

项目 内容 

Data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数据连接器名 任意 

资源名 （无） 

 

指定了 DefaultDataPropertyHandler 作为 DataPropertyHandler 时，与“表 5-2 DataSourceConnector 的

设 定 内 容 ” 相 对 应 的 设 定 内 容 的 例 子 如 “ 列 表  5-11 data-config.xml 的 设 定 例 子

（ IntramartDBConnector ） ” 和 “ 列 表  5-12 data-config-application.xml 的 设 定 例 子

（IntramartDBConnector）”所示。此处，应用程序 ID是 application、数据连接器名是 myCon。 

 

列表 5-13 DataConfig.properties 的设定例子（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 

<connector> 

   <connector-name>intra_mart_storage</connector-name> 

<connector-class>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connector-class> 

  </conne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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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5-14 DataConfig_application.properties 的设定例子（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 

<dao-group> 

  <dao-key>key</dao-key> 

  <dao> 

<dao-class>・・・</dao-class> 

    <connector-name>intra_mart_storage</connector-name> 

  </dao> 

</dao-group> 

・・・ 

 

 

IntramartFileServerConnector 的构造如“图 5-37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的构造”所示。 

 

 

图 5-37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的构造 

 

使用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取得 PublicStorage 的情况如“图 5-38 PublicStorage 的取得”所示。

使用 DAO 来进行编码的开发者通常不需要深入理解此动作。 

 

 

图 5-38 PublicStorage的取得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中不进行任何提交或回滚操作。提交或回滚时的情况如“图 5-39 提交或回滚

（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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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9 提交或回滚（IntramartStorageConnector） 

5.3.3.2 独自的 DataConnector 

访问 IM-JavaEE Framework中未提供的资源时，需要独自开发 DataConnector。独自生成 DataConnector时，

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继承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Connector 类。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下述方法实现了各自适当的动作。 

 getResource 

 commit 

 rollback 

 release 

5.4 与数据框架相关的属性 
IM-JavaEE Framework 数 据 框 架 中 可 通 过 外 部 设 定 各 种 各 样 的 属 性 。 可 通 过 使 用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PropertyHandler 接口的类来取得数据属性。IM-JavaEE 

Framework 中标配有实现了此接口的多个实现类（参照“图 5-40 DataPropertyHandler”）。IM-JavaEE 

Framework 中未特别规定数据属性的设定方法，该设定方法依存于实现了前述接口的类。 

<<interface>>
DataPropertyHandler

Default
DataPropertyHandler

TextFile
DataPropertyHandler

独自に開発した
DataPropertyHandler

  

图 5-40 DataPropertyHandler 

5.4.1 与数据框架相关属性的取得 

从 DataPropertyHandler 取 得 与 数 据 框 架 相 关 的 属 性 。 可 通 过 使 用

jp.co.intra_mart.framework.data.DataManager 的 getDataPropertyHandler 方 法 来 取 得

DataPropertyHandler。 必须通过此方法来取得 DataPropertyHandler，开发者不可自己显式生成此

DataPropertyHandler 的实现类（通过调用 new 或 java.lang.Class 的 newInstance 方法生成实例，或使用

映像来生成实例）。 

 

与取得 DataPropertyHandler和取得属性相关的步骤如“图 5-41 Data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所示。 



 5 数据框架 
 

制作者：株式会社 NTT データ イントラマート Page 121 

 

Data
Manage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
Manager

Data
PropertyHandler

(1) getDataPropertyHandler
(2) getPropertyHandler("data")

(3) get～

  

图 5-41 DataPropertyHandler的取得 

 

1. 从 DataManager 取得 DataPropertyHandler。 

2. DataManager 内部会从 PropertyManager 取得 DataPropertyHandler 并将其返回到应用程序。（此

部分是在 DataManager 内部进行的，不需要开发者特别认识到。） 

3. 使用 DataPropertyHandler 取得各种属性。 

5.4.2 标配的 DataPropertyHandler 

5.4.2.1 DefautlData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efaultDataPropertyHandler。 

 

属性设定是通过资源文件来进行的。资源文件的内容格式是“属性名=属性的值”。可使用字符等遵从

java.util.ResourceBundle 的要求。需要将此资源文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下。关于资源文件

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5.4.2.2 TextFileData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TextFileDataPropertyHandler。 

 

虽然使用了与 DefaultDataPropertyHandler 相同格式的资源文件，但有下述不同点。 

 不需要直达类路径。 

 可将其配置到文件系统的任意的场所，只要是可从应用程序参照的场所即可。 

 根据设定情况，可在不停止应用程序的情况下重新读入资源文件。 

 

关于资源文件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5.4.2.3 XmlData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XmlDataPropertyHandler。 

属性设定是以 XML 格式来进行的。需要将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中，将带有固有 ID 和 Java 包

路径的 ID 作为应用程序 ID。例如，应用程序 ID 是“foo.bar.example”时，其配置的类路径是

“foo/bar/data-config-example.xml”。 

另外，XmlDataPropertyHandler 支持动态读取。 

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5.4.3 独自的 DataPropertyHandler 

开发者独自生成 DataPropertyHandler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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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PropertyHandler 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全部方法都能返回适当值（参照“5.4.4 属性内容”）。 

 isDynamic()方法返回 false 时，应用程序服务器不重新启动的话，取得属性的方法不会变化。 

5.4.4 属性内容 

虽然根据运行时使用的 DataPropertyHandler 种类不同，数据相关属性的设定方法也不同，但从概念上来

说是相同的。 

 

数据相关属性的内容如下。 

5.4.4.1 共通 

5.4.4.1.1 动态读取 

可通过 isDynamic()方法取得。 

 

此方法返回值为 true 时，需要以每次能够读取设定信息的方式实现由此接口定义的各属性取得方法（get～

方法）。为 false 时，各属性取得方法也可考虑性能在内部缓存所取得的值。 

5.4.4.1.2 DataConnector 

可通过 getConnectorClassName(String connectorName)方法取得。 

 

设定与数据连接器名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 的类名。若未设定，返回 DataPropertyException。在此方法

的参数中指定通过“5.4.4.2.2 数据连接器名”或“5.4.4.2.3 数据连接器名（连接名指定）”取得的

DataConnector 的逻辑名。 

此处指定的类需要已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Connector 接口。 

5.4.4.1.3 资源名 

可通过 getConnectorResource(String connectorName)方法取得。 

 

设定与数据连接器名相对应的资源名。没有对应的资源名时返回 null。 

5.4.4.1.4 资源参数 

可通过 getResourceParams(String name)方法取得。 

 

设定与资源名相对应的资源参数。没有对应的参数时，返回长度为 0 的数组。 

5.4.4.2 各个应用程序 

5.4.4.2.1 DAO 

可通过 getDAONam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 String connect)方法取得。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键以及连接名相对应的 DAO 的类名。未设定时，与未指定连接名时的 DAO 检索结果相

同。 

此处指定的类需要已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O 接口。 

5.4.4.2.2 数据连接器名 

可通过 getConnectorNam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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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与应用程序 ID 和键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 的逻辑名。未设定时返回 null。 

5.4.4.2.3 数据连接器名（连接名指定） 

可通过 getConnectorNam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 String connect)方法取得。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键以及连接名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的逻辑名。未设定时，返回通过“5.4.4.2.2 数

据连接器名”取得的值。 

5.4.5 DataConnector与资源的关系 

参数设定上的 DAO、DataConnector 以及资源的关系如“图 5-42 DataConnector 与资源的关系”所示。 

 

C1

C2

C3

R1

R2

D1

D2

D3

D4

DataConnector

DAO

リソース

データコネクタ名で参照

リソース名で参照

  

图 5-42 DataConnector与资源的关系 

 

DAO、DataConnector 以及资源的关系如下。 

 一个 DAO 参照一个 DataConnector。 

 可从多个 DAO 参照一个 DataConnector。 

 一个 DataConnector 参照一个资源。 

 可从多个 DataConnector 参照一个资源。 

 

若事先理解了这些关系，可以不用复制有着相同的 DataConnector 和资源设定的内容，以最简单的方式完

成工作。 

5.5 事务 
使用 IM-JavaEE Framework 数据框架时，关于事务管理有若干注意点。 

5.5.1 事务的种类 

访问 EIS 层时管理事务的方法如下。 

 通过 UserTransaction（参照 Java Transaction API：JTA[7]）来进行事务管理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来进行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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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事务管理的并用 

 

关于事务管理，建议采用只使用 UserTransaction 的方法。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来进行事务管理更

简易一些，但不能满足两阶段提交等高级事务要求。 

5.5.1.1 通过 UserTransaction 进行事务管理 

通过 UserTransaction 进行事务管理的情况如“图 5-43 通过 UserTransaction 进行事务管理”所示。请

注意，此时，UserTransaction对于从 DataAccesController取得的与 DAO 关联的 DataConnector 既不提交

也不回滚。 

 

通过 UserTransaction 进行事务管理时，DataConnector 必须是与 UserTransaction 的事务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此时，建议在 DataConnector 的下述方法实现中不要做任何与事务处理相关的操作。 

 commit 

 rollback 

 

IM-JavaEE Framework 中提供的下述 DataConnector 满足上述条件。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DataSource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TenantDBConnecto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SharedDBConnector 

  

使用上述 DataConnector 时，所使用的数据源必须是可进行事务处理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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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UserTransaction DataAccessController
dao1:
DAO

dao2:
DAO

DataManager

begin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getDAO

dao1

getDAO

dao2

データアクセス

データアクセス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nnector1:
DataConnector

connector2:
DataConnector

コネクション取得

データアクセス

コネクション取得

データアクセス

  

图 5-43 通过 UserTransaction 进行事务管理 

5.5.1.2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来进行事务管理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进行事务管理的情况如“图 5-44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进行事务管理”

所示。请注意，此时，DataAccesController 会对每个 DataConnector 各自进行提交和回滚。这样的话，就

意味着存在多个 DataConnector 提交成功，多个 DataConnector 提交失败的可能性。因此不建议使用这种

事务管理方法。 

 

在 DataAccessController 中进行事务管理时，DataConnector 需要正确实现下述方法。 

 commit 

 rollback 

 

IM-JavaEE Framework 中提供的下述 DataConnector 满足上述条件。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data.JDBC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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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DataAccessController
dao1:
DAO

dao2:
DAO

DataManager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getDAO

dao1

getDAO

dao2

データアクセス

データアクセス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nnector1:
DataConnector

connector2:
DataConnector

コネクション取得

コネクション取得

データアクセス

データアクセス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图 5-44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进行事务管理 

5.5.1.3 通过并用进行事务管理 

与 UserTransaction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和与 DataAccessController相对应的 DataConnector双方同

时存在时，需要并用两者来进行事务管理。此时的情况如“图 5-45 通过并用进行事务管理”所示。 

 

这种情况也存在与“5.5.1.2 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来进行事务管理”中所示情况相同的缺点，因此

不建议使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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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UserTransaction DataAccessController
dao1:
DAO

dao2:
DAO

DataManager

begin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getDAO

dao1

getDAO

dao2

データアクセス

データアクセス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nnector1:
DataConnector

connector2:
DataConnector

コネクション取得

コネクション取得

データアクセス

データアクセス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commit または rollback

  

图 5-45 通过并用进行事务管理 

5.5.2 事务的例子 

在此，通过几个例子对管理事务的情况进行说明。这里假定 DAO 是访问全部关系数据库的 DAO，而且数据库

支持两阶段提交。 

5.5.2.1 单一 DAO + 单一连接（JDBCConnector） 

使用 JDBCConnector 访问数据库时的处理内容如“图 5-46 单一 DAO、单一连接”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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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controll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taManager
dao:

DBDAO
connector:

JDBCConnector
connecion:
Connection

getDataAccessController

controller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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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6 单一 DAO、单一连接 

 

与“图 5-46 单一 DAO、单一连接”所示内容相对应的示例代码为“列表 5-15 事务处理（单一 DAO ＋ 

JDBCConnector）”。“列表 5-15 事务处理（单一 DAO ＋ JDBCConnector）”中为了简化代码，省略了若

干异常处理。 



 5 数据框架 
 

制作者：株式会社 NTT データ イントラマート Page 129 

 

 

列表 5-15 事务处理（单一 DAO ＋ JDBCConnector） 

 

    // DataAccessController的取得 

    DataManager dm = DataManager.getDataManag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c = dm.getDataAccessController(); 

 

    // 数据访问处理 

    try { 

 

        // dao 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IF dao = (MyDAOIF)dac.getDAO("app", "key", "con"); 

        dao.access1(...); 

        dao.access2(...); 

 

        dac.commit();   // DataAccessController 的提交 

    } catch (Exception e) { 

 

        try { 

            dac.rollback(); 

        } catch (Exception ex) { 

        } 

 

    } finally { 

 

        // 资源的释放 

        dac.release(); 

 

    } 

 

5.5.2.2 多个 DAO + 单一连接（JDBCConnector） 

多个 DAO 使用 JDBCConnector访问数据库时的处理内容如“图 5-47 多个 DAO、单一连接”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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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7 多个 DAO、单一连接 

 

与“图 5-47 多个 DAO、单一连接”所示内容相对应的示例代码为“列表 5-16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JDBCConnector）”。“列表 5-16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JDBCConnector）”中为了简化代码，省略了若

干异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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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5-16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JDBCConnector） 

 

    // DataAccessController的取得 

    DataManager dm = DataManager.getDataManag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c = dm.getDataAccessController(); 

 

    // 数据访问处理 

    try { 

 

        // dao1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1IF dao1 = (MyDAO1IF)dac.getDAO("app", "key1", "con"); 

        dao1.access(...); 

 

        // dao2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2IF dao2 = (MyDAO2IF)dac.getDAO("app", "key2", "con"); 

        dao2.access(...); 

 

        dac.commit();   // DataAccessController 的提交 

    } catch (Exception e) { 

 

        try { 

            dac.rollback(); 

        } catch (Exception ex) { 

        } 

 

    } finally { 

 

        // 资源的释放 

        dac.release(); 

 

    } 

 

5.5.2.3 多个 DAO + 多个连接（JDBCConnector） 

多个 DAO 使用多个 JDBCConnector 访问数据库时的处理内容如“图 5-48 多个 DAO、多个连接”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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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8 多个 DAO、多个连接 

 

与“图 5-48 多个 DAO、多个连接”所示内容相对应的示例代码为“列表 5-17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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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JDBCConnector）”。“列表 5-17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多个 JDBCConnector）”中为了简化代码，

省略了若干异常处理。 

 

列表 5-17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多个 JDBCConnector） 

 

    // DataAccessController的取得 

    DataManager dm = DataManager.getDataManag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c = dm.getDataAccessController(); 

 

    // 数据访问处理 

    try { 

 

        // dao1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1IF dao1 = (MyDAO1IF)dac.getDAO("app", "key1", "con"); 

        dao1.access(...); 

 

        // dao2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2IF dao2 = (MyDAO2IF)dac.getDAO("app", "key2", "con"); 

        dao2.access(...); 

 

        dac.commit();   // DataAccessController 的提交 

    } catch (Exception e) { 

 

        try { 

            dac.rollback(); 

        } catch (Exception ex) { 

        } 

 

    } finally { 

 

        // 资源的释放 

        dac.release(); 

 

    } 

 

 

参看“列表 5-17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多个 JDBCConnector）”的代码后，即可了解到该代码与“列表 

5-16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JDBCConnector）”是一致的。这是由于 DAO 和 DataConnector 之间的关联是

通过属性设定建立起来的，并未在代码中明确指定。就是说，在两个以上不同 DAO 中使用相同的连接，还

是使用各自不同的连接，可通过属性设定来从外部设定，而并非在源代码中设定的。 

 

使用多个 JDBCConnector 时，在 commit 时需要注意。由于 JDBCConnector 不支持两阶段提交，而是对各自

连接进行提交。此时，虽然对第一个连接的 commit 成功了，但下一个连接的 commit 失败了时，无法将第

一个连接的 commit 回滚。 

5.5.2.4 多个 DAO + 多个连接（DataSource） 

多个 DAO 使用多个 DataSourceConnector 访问数据库时的处理内容如“图 5-49 多个 DAO、多个连接

（DataSource）”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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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9 多个 DAO、多个连接（DataSource） 

 

与“图 5-49 多个 DAO、多个连接（DataSource）”所示内容相对应的示例代码为“ 

列表 5-18 事务处理（只使用了 DataSourceConnector 时）”。 

“列表 5-18 事务处理（只使用了 DataSourceConnector 时）”中为了简化代码，省略了若干异常处理。 

 

 

列表 5-18 事务处理（只使用了 DataSourceConnector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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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事务的取得和开始 

    InitialContext ctx = new InitiralContext(); 

    UserTransaction ut = (UserTransaction)ctx.lookup("java:comp/UserTransaction"); 

    ut.begin(); 

 

    // DataAccessController的取得 

    DataManager dm = DataManager.getDataManag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c = dm.getDataAccessController(); 

 

    // 数据访问处理 

    try { 

 

        // dao1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IF1 dao1 = (MyDAOIF1)dac.getDAO("app1", "key1", "con1"); 

        dao1.access(...); 

 

        // dao2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IF2 dao2 = (MyDAOIF2)dac.getDAO("app2", "key2", "con2"); 

        dao2.access(...); 

 

        // 提交 

        ut.commit(); 

 

    } catch (Exception e) { 

 

        // 发生异常时回滚 

        ut.rollback(); 

 

    } finally { 

 

        // 资源的释放 

        dac.release(); 

 

    } 

 

 

参看“列表 5-18 事务处理（只使用了 DataSourceConnector 时）”的代码后，即可了解到“列表 5-16 事

务处理（多个 DAO ＋ JDBCConnector）”和“列表 5-17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多个 JDBCConnector）”

大致一致。不同的地方是事务的开始和结束。事务是从取得 UserTransaction 并执行其 begin 方法来开始

的，并以调用 commit 方法或 rollback 方法来结束的。在此期间与 DAO 关联起来的 DataSourceConnector

会从 InitialContext 查找 DataSource。从此 DataSource 取得的 Connection 被置于 UserTransaction 的管

理下。若此处处理的全部 DataSource 都支持两阶段提交，则将全部 Connection 完全当成一个事务来处理

（全部 commit 成功、全部 commit 失败、进行 rollback 中的任一种）。 

5.5.2.5 多个 DAO + 多个连接（DataSource 和 JDBC 的并用） 

多个 DAO 并用 DataSourceConnector 和 JDBCConnector 访问数据库时的处理内容如“图 5-50 多个 DAO、多

个连接（DataSource 和 JDBC的并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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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0 多个 DAO、多个连接（DataSource和 JDBC 的并用） 

 

与“图 5-50 多个 DAO、多个连接（DataSource 和 JDBC 的并用）”所示内容相对应的示例代码为“列表 5-19 

事务处理（DataSourceConnector和 JDBCConnector的并用）”。“列表 5-19 事务处理（DataSourceConnector

和 JDBCConnector 的并用）”中为了简化代码，省略了若干异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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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5-19 事务处理（DataSourceConnector和 JDBCConnector 的并用） 

 

    // 用户事务的取得和开始 

    InitialContext ctx = new InitiralContext(); 

    UserTransaction ut = (UserTransaction)ctx.lookup("java:comp/UserTransaction"); 

    ut.begin(); 

 

    // DataAccessController的取得 

    DataManager dm = DataManager.getDataManager(); 

    DataAccessController dac = dm.getDataAccessController(); 

 

    // 数据访问处理 

    try { 

 

        try { 

            // dao1 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IF1 dao1 = (MyDAOIF1)dac.getDAO("app1", "key1", "con1"); 

            dao1.access(...); 

 

            // dao2 的取得和数据访问 

            MyDAOIF2 dao2 = (MyDAOIF2)dac.getDAO("app2", "key2", "con2"); 

            dao2.access(...); 

 

            dac.commit();   // DataAccessController的提交 

        } catch (Exception e) { 

            try { 

                dac.rollback(); 

            } catch (Exception ex) { 

            } 

            throw e; 

        } 

        ut.commit();    // 用户事务的提交 

 

    } catch (Exception e) { 

 

        // 发生异常时回滚 

        ut.rollback(); 

 

    } finally { 

 

        // 资源的释放 

        dac.release(); 

 

    } 

 

 

参看“列表 5-19 事务处理（DataSourceConnector 和 JDBCConnector 的并用）”的代码后，就会了解到“列

表 5-16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JDBCConnector）”、“列表 5-17 事务处理（多个 DAO ＋ 多个

JDBCConnector）”、以及“ 

列表 5-18 事务处理（只使用了 DataSourceConnector 时）”大致一致。不同的地方是事务的开始和结束。

事务是取得 UserTransaction 并执行其 begin 方法来开始的，与此同时，也是在取得了与 JDBCConnector

关联起来的 DAO 后开始的。UserTransaction 的事务是通过 commit 方法或 rollback 方法来结束的，

JDBCConnector 的事务是通过 DataAccessController 的 commit 或 rollback 方法来结束的。就是说，此时

同时存在两个不同事务。 

 

并行执行两个不同事务指的是，考虑到了即使一个事务 commit 成功另一个事务也会 commit 失败的情况。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建议只使用由 UserTransaction 管理的 Data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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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息框架 

6.1 概要 
为了生成进行国际化显示的应用程序，需要进行与各自地域相对应的显示。消息框架根据区域取得与地域

相对应的字符串。 

6.2 构成 

6.2.1 配置元素 

消息框架的构成如下。 

 MessageManager 

 MessagePropertyHandler 

 

这些关联如“图 6-1 消息框架的类图”所示。 

 

MessageManager

java.text.MessageFormat

<<interface>>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图 6-1 消息框架的类图 

6.2.2 消息取得处理 

IM-JavaEE Framework 消息框架中取得与地域相对应消息时的概要如“图 6-2 消息取得的概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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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tMessage(application, key, args, locale)

message

(3) <<create>>(template)

(4) format(args)

開発者が作成す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またはJ2SEで
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で
一部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template

message

(2) getMessage(application, key, locale)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MessageManager

format:
java.text.MessageFormat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图 6-2 消息取得的概要 

 

1. 应用程序使用 MessageManager的 getMessage 方法取得与应用程序 ID 和消息键相对应的消息。 

2. MessageManager 使用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取得与应用程序 ID 和消息键相对应的消息模型。 

3. MessageManager 基于消息模型生成 java.text.MessageFormat 的实例。 

4. MessageManager 使用生成的 MessageFormat 实例的 format 方法，以在模型中嵌入参数的形式生成

消息。 

6.3 与消息相关的属性 
IM-JavaEE Framework 消 息 框 架 中 可 通 过 外 部 来 设 定 消 息 模 型 。 消 息 属 性 是 从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MessagePropertyHandler 接 口 的 类 取 得 的 。 IM-JavaEE 

Framework 中标配有实现了此接口的多个实现类（参照“图 6-3 MessagePropertyHandler”）。IM-JavaEE 

Framework 中未特别规定消息属性的设定方法，该设定方法依存于实现了前述接口的类。 

 

<<interface>>
MessagePropertyHandler

Default
MessagePropertyHandler

TextFile
MessagePropertyHandler

独自に開発した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图 6-3 MessagePropertyHandler 

 

此处取得的消息（的模型）与指定的地域相对应。 

6.3.1 与消息相关属性的取得 

通 过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取 得 与 消 息 相 关 的 属 性 。 可 通 过 使 用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MessageManager 的 getMessagePropertyHandler 方法来取得

MessagePropertyHandler。必须通过此方法来取得 MessagePropertyHandler，开发者不可自己显式生成此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实现类（通过调用 new 或 java.lang.Class 的 newInstance 方法生成实例，或使

用映像来生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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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取得 MessagePropertyHandler和取得属性相关的步骤如“图 4-22 EventPropertyHandler的取得”所示。 

 

(1) getMessagePropertyHandler

(2) getPropertyHandler("i18n_message")

(3) getMessage(～)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MessageManager PropertyManager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图 6-4 MessagePropertyHandler的取得 

 

1. 从 MessageManager 取得 MessagePropertyHandler。 

2. 在 MessageManager 内部从 PropertyManager 取得 MessagePropertyHandler，并将其返回给应用程

序。此部分是在 MessageManager 内部进行的，不需要开发者特别认识到。 

3. 使用 MessagePropertyHandler取得各种属性。 

6.3.2 标配的 MessagePropertyHandler 

IM-JavaEE Framework 中 提 供 了 若 干 实 现 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MessagePropertyHandler 的类。由于各自的设定方法和其特

性各不相同，可根据使用者进行相应必要切换。 

6.3.2.1 DefaultMessage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DefaultMessagePropertyHandler。 

 

属性设定是通过资源文件来进行的。资源文件的内容格式是“属性名=属性的值”。可使用字符等遵从

java.util.ResourceBundle 的要求。需要将此资源文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下。关于资源文件

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从资源文件取得消息时，考虑了国际化。关于详细情况请参照 JavaTM 2 SDK, Standard Edition 附带的

API 列表中与 java.util.ResourceBundle 相关的文档。 

6.3.2.2 TextFileMessagePropertyHandler 

提供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TextFileMessagePropertyHandler。 

 

使用与 DefaultMessagePropertyHandler 格式相同的资源文件。另外，国际化规则也相同。在

TextFileMessagePropertyHandler 和 DefaultMessagePropertyHandler 中使用的资源文件有下述不同。 

 不需要直达类路径。 

 可将其配置到文件系统的任意的场所，只要是可从应用程序参照的场所即可。 

 根据设定情况，可在不停止应用程序的情况下重新读入资源文件。 

 

关于资源文件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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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独自的 MessagePropertyHandler 

开发者独自生成 MessagePropertyHandler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base.message.MessagePropertyHandler 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全部方法都能返回适当的值。（参照“6.3.4 属性内容”） 

 isDynamic()方法返回 false 时，应用程序服务器不重新启动的话，取得属性的方法不会变化。 

6.3.4 属性内容 

虽然根据运行时使用的 MessagePropertyHandler 种类不同，消息相关属性的设定方法也不同，但从概念上

来说是相同的。 

 

消息相关属性的内容如下。 

6.3.4.1 共通 

6.3.4.1.1 动态读取 

可通过 isDynamic()方法取得。 

 

此方法返回值为 true 时，需要以每次能够读取设定信息的方式实现由此接口定义的各属性取得方法（get～

方法）。为 false 时，各属性取得方法也可考虑性能在内部缓存所取得的值。 

6.3.4.2 各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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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1 消息 

可通过 getMessag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方法或 getMessag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 

Locale locale)方法取得。 

 

MessagePropertyHandler 的 getMessag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 方 法 和 在 内 部 调 用

getMessage(application, key, Locale.getDefault())的动作相同。 

 

设定与应用程序 ID、消息键以及区域相对应的消息模型。调用了 MessagePropertyHandler 的

getMessage(String application, String key, Locale locale)方法时，按照下述检索顺序取得设定内容，

并将最先取得的内容返回。 

 

1. 通过指定区域的语言（通过 locale 的 getLanguage()方法取得的代码）、国（通过 locale的

getCountry()方法取得的代码）以及变体（通过 locale 的 getVariant()方法取得的代码）指定的

值 

2. 通过指定区域的语言（通过 locale 的 getLanguage()方法取得的代码）、国（通过 locale的

getCountry()方法取得的代码）指定的值 

3. 通过指定区域的语言（通过 locale 的 getLanguage()方法取得的代码）指定的值 

4. 无区域时指定的值 

 

未设定检索顺序时，抛出 MessagePropertyException。 

 

此属性中指定的字符串需要与 java.text.MessageFormat 构造函数的参数格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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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志框架 

7.1 概要 
在开发时或运行时，日志是了解内部信息的线索。日志输出场所有控制台、文件或数据库等。另外，有 CSV、

XML、数据库记录等各种格式。考虑了在开发时不能确定这些事项以及希望在运行时变更这些事项的情况。 

 

IM-JavaEE Framework 日志框架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用于管理输入日志的时间和内容、输出场所

及其格式的方法。 

7.2 构成 

7.2.1 配置元素 

日志框架的构成如下。 

 LogAgent 

 LogManager 

 LogPropertyHandler 

 

这些关联如“图 7-1 日志框架的构成”所示。 

 

LogManager

<<interface>>
LogPropertyHandler

<<interface>>
LogAgent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图 7-1 日志框架的构成 

7.2.2 日志输出处理 

通过 IM-JavaEE Framework 日志框架输出日志时的概要如“图 7-2 日志输出处理的概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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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tLogAgent

agent

(2) sendMessage(～)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LogManager
agent:

LogAgent

開発者が作成す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またはJ2SEで
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im-J2EE Framework で
一部用意されているクラス

  

图 7-2 日志输出处理的概要 

 

1. 应用程序使用 LogManager的 getLogAgent 方法取得 LogAgent 的实例。 

2. 应用程序使用所取得的 LogAgent 的 sendMessage 方法输出日志。 

7.3 LogAgent 
jp.co.intra_mart.faramework.system.log.LogAgent 接口是输出日志的对象的接口。日志的输出场所（文

件、控制台、数据库等）及其格式（时序罗列、CSV、XML 等）依存于实现了此接口的类。 

7.3.1 LogAgent的功能 

LogAgent 提供了下述两个方法。 

 sendMessage(java.lang.String category, 

            java.lang.String level, 

            java.lang.String message) 

 sendMessage(java.lang.String category, 

            java.lang.String level, 

            java.lang.String message, 

            java.lang.Object detail) 

 

参数 category 用于将日志分类。分类方法由使用日志的开发者决定。例如，在数据库访问或业务逻辑等系

统内与执行中的部分相关的日志，与采购业务或顾客登记业务等业务相关的日志等。 

 

参数 level 表示日志的重要度。重要度的区分由使用日志的开发者决定。例如，主要的重要度区分有调试、

信息、警告、异常等。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log.LogConstant 中为了表现这些重要度特意

准备了一些常数值（分别定义了 LEVEL_DEBUG、LEVEL_INFO、LEVEL_WARNNING、LEVEL_ERROR）。当然，也

可由开发者独自定义。 

 

参数 message 指的是实际输出到日志中的消息。 

 

参数 detail 指的是输出到日志中的消息的详细内容。由于此参数是 java.lang.Object，需要 LogAgent 的

开发者对此值进行适当处理。例如，抛出了 java.lang.Throwable 后，显示通过 printStackTrace 方法取

得的内容、其他情况下显示通过 toString 方法取得的内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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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LogAgent的准备 

使用 LogManager的 getLogAgent 方法取得 LogAgent。此时，LogManager 会返回按照“图 7-3 LogAgent的

初始化”所示步骤生成的 LogAgent。 

 

(1) getLogAgentName

agent_name

(2) <<create>>(agent_name)

LogManager

agent:
LogAgent

LogPropertyHandler

(3) getLogAgentParams

params

params:
LogAgentParam[]

(4) <<create>>

(5) init(params)

(6) getName および getValue

param_name

(7) 初期化

  

图 7-3 LogAgent的初始化 

 

1. LogManager 使用 LogPropertyHandler 的 getLogAgentName 方法取得 LogAgent 的类名。 

2. LogManager 根据取得的类名生成 LogAgent 的实例。 

3. LogManager 使用 LogPropertyHandler 的 getLogAgentParams方法取得 LogAgent 的初始化参数。 

4. LogPropertyHandler 根据属性设定内容返回 LogAgent 的初始化参数（LogAgentParam）数组。 

5. LogManager 根据取得的初始化参数使用 LogAgent的 init 方法初始化 LogAgent。 

6. LogAgent 使用 LogAgentParam的 getName 方法以及 getValue方法取得初始化参数的值。 

7. LogAgent 根据取得的初始化参数进行初始化。 

 

“图 7-3 LogAgent的初始化”中某处发生了异常时，LogManager的getLogAgent方法会将DefaultLogAgent

作为 LogAgent 返回（参照“7.3.3.1 DefaultLogAgent”）。 

7.3.3 标配的 LogAgent 

IM-JavaEE Framework 标准提供了数个基本的 LogAgent。 

7.3.3.1 DefaultLogAgent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log.DefaultLogAgent是在标准输出（java.lang.System.out）或标

准异常（java.lang.System.err）中输出日志的 LogAgent。输出格式如下。 

 
“类别”“级别”消息 

 

此处，类别、级别、消息分别与 sendMessage 方法的第 1 参数、第 2 参数以及第 3 参数相对应。输出场所

通常为标准输出，但类别是 LogConstant.LEVEL_ERROR 时，输出到标准异常。 

 

sendMessage(String, String, String, Object)方法也使用基本相同的格式输出。第 4 参数的值通常会被

显示为通过 toString 方法变换得到的字符串，但对于 java.lang.Throwable 的子类，会在输出场所中显示

其堆栈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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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2 IntramartLogAgent 

IntramartLogAgent 所示 intra-mart 中设定的专门用于输出日志的 LogAgent。 

7.3.4 独自的 LogAgent 

开发者独自生成 LogAgent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log.LogAgent接口。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在 init 方法中进行了适当的初始化。 

 其实现能够通过 sendMessage方法适当地输出日志。 

7.3.5 属性内容 

虽然根据运行时使用的 LogPropertyHandler 种类不同，日志相关属性的设定方法也不同，但从概念上来说

是相同的。 

 

日志相关属性的内容如下。 

7.3.5.1 共通 

7.3.5.1.1 日志代理类名 

可通过 getLogAgentName()方法取得。 

 

以包含了包名的完整类名指定在日志输出中使用的 LogAgent的实现类。实现中，若什么都不设定则需要返

回 null。 

7.3.5.1.2 日志代理初始化参数 

可通过 getLogAgentParams()方法取得。 

 

设定初始化 LogAgent 时的参数。没有对应的参数时，返回长度为 0 的数组。 

7.3.5.2 各个应用程序 

日志框架中没有应用程序个别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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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ropertyHandler 

8.1 概要 
从“3 服务框架”到“7 日志框架”介绍了 IM-JavaEE Framework 的各种子框架。他们的动作分别由各自

子框架的属性设定来控制。根据实现了名为～PropertyHandler 接口的类不同，这种属性设定方法各不相

同。这些～PropertyHandler不是固定的，可被替换为在各个子框架中使用的实现了～PropertyHandler 的

任意类。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进行需要频繁变更属性设定的开发时使用可动态变更属性的

PropertyHandler，在很少变更设定但重视性能的运用中使用能够缓存属性的 PropertyHandler。 

 

本章中对于 IM-JavaEE Framework 中的 PropertyHandler 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8.2 构成 

8.2.1 配置元素 

IM-JavaEE Framework 中属性的构成如下。 

 PropertyManager 

 PropertyHandler 

 ～PropertyHandler 

 

这些关联如“图 8-1 PropertyHandler 的构成”所示。 

 

PropertyManager

<<interface>>
PropertyHandler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interface>>
～PropertyHandler

  

图 8-1 PropertyHandler 的构成 

8.2.1.1 PropertyManag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Manager负责生成/取得 PropertyHandler。 

8.2.1.2 PropertyHandl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Handler 接口是由 PropertyManager 生成的

PropertyHandler 接口。IM-JavaEE Framework 中使用的全部 PropertyHandler 都必须实现此接口。 

8.2.1.3 ～PropertyHandler 

此接口是 IM-JavaEE Framework 的服务框架和事件框架等各个子框架中专用的 PropertyHandler 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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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PropertyHandler的取得 

取得 PropertyHandler 时，在 PropertyManager 中指定用于表示 PropertyHandler 种类的“键”。

PropertyManager 会确认在缓存中是否存在与键相对应的 PropertyHandler，若存在则返回该

PropertyHandler。取得存在于缓存中的 PropertyHandler时的情况如“图 8-2 PropertyHandler的取得（存

在于缓存时）”所示。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Manager
handler:

～PropertyHandler

getPropertyHandler(key)

handler

PropertyHandlerの
キャッシュ

keyに一致するPropertyHandlerを検索

handler

プロパティの取得

  

图 8-2 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存在于缓存时） 

 

PropertyHandler 不存在于缓存中时，PropertyManager 会新建生成与键相对应的 PropertyHandler。若有

对 PropertyHandler 的初始化信息，则将其设定到 PropertyHandler 中（PropertyHandler的 init 方法）。

最后，PropertyManager 将初始化了的 PropertyHandler 添加到缓存中。此时的取得 PropertyHandler 的情

况如“图 8-3 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不存在于缓存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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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Manager

handler:
～PropertyHandler

getPropertyHandler(key)

getPropertyHandlerName(key)

プロパティハンドラのクラス名

<<create>>

init(params)

getPropertyHandlerParams(key)

params

params:
PropertyHandlerParam[]

<<create>>

初期化情報の読み込み

handler

初期化

PropertyHandlerの
キャッシュ

keyに一致するPropertyHandlerを検索

null

keyに対応するhandlerを登録

プロパティの取得

  

图 8-3 PropertyHandler 的取得（不存在于缓存时） 

8.2.3 PropertyManager 的取得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Manager 的 构 成 是 单 例 模 式 。 另 外 ，

PropertyManager 自身是抽象类，不可直接使用此类的构造函数（参照“图 8-4 PropertyManager 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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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tPropertyManager()

PropertyManager

Default
PropertyManager

独自の
PropertyManager

Xml
PropertyManager

  

图 8-4 PropertyManager 的构造 

 

要取得 PropertyManager 的实例时，可使用 PropertyManager的 getPropertyManager 方法。此方法会从 JRE

启动时的系统属性中取得实际使用的 PropertyManager 的类名，并生成相应类的实例。此时的系统属性的

键时从 PropertyManager.KEY
12
中取得的值。 

若未设定此系统属性，则生成按照 PropertyManager.DEFAULT_SYSTEM_MANAGER
13
取得的类名的实例。 

 

PropertyManager 的情况如“图 8-5 PropertyManager 的取得（尚未设定系统属性时）”和“图 8-6 

PropertyManager 的取得（已设定了系统属性时）”所示。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Manager

manager:
XmlPropertyManager

getPropertyManager()

<<create>>

manager

java.lang.System

getProperty(PropertyManager.KEY)

null

  

图 8-5 PropertyManager 的取得（尚未设定系统属性时）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PropertyManager

manager:
～PropertyManager

getPropertyManager()

<<create>>

manager

java.lang.System

getProperty(PropertyManager.KEY)

"～PropertyManager"

  

图 8-6 PropertyManager 的取得（已设定了系统属性时） 

                                                                 
12
  IM-JavaEE Framework Version 5.0 中，此值为"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Manager"。 

13
  IM-JavaEE Framework Version 5.0 中，此值为"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XmlProperty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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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1 DefaultPropertyManag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DefaultPropertyManager是由 IM-JavaEE Framework标准

提供的 PropertyManager。 

 

属性设定是通过资源文件来进行的。资源文件的内容格式是“属性名=属性的值”。可使用字符等遵从

java.util.ResourceBundle 的要求。需要将此资源文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下。关于资源文件

的文件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8.2.3.2 XmlPropertyManager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XmlPropertyManager是由 IM-JavaEE Framework标准提供

的 PropertyManager。 

属性的设定通过 XML 来进行。需要将此 XML 文件置于可从应用程序取得的类路径下。关于资源文件的文件

名和设定的属性名等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 

8.2.3.3 独自的 PropertyManager 

开发者独自生成 PropertyManager 时，需要满足下述要求。 

 继承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Manager 类。 

 定义了 public 的默认构造函数（无参数的构造函数）。 

 为下述方法返回适当的值。 

 getPropertyHandlerName(String key) 

返回与 key 相对应的 PropertyHandler 的完整类名。 

此类需要已实现了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Handler 接口。 

 getPropertyHandlerParams(String key) 

返回在初始化与 key 相对应的 PropertyHandler 时所需要的参数数组。数组的各元素必须是

jp.co.intra_mart.framework.system.property.PropertyHandlerParam，以便能够通过此类的

getName 方法取得参数名，通过此类的 getValue 方法取得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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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源文件的迁移 

9.1 目的 
本章将对从传统的资源文件迁移到从 Version 5.0 之后可以使用的 XML 文件的迁移方法进行说明。 

9.2 可迁移的资源文件 
下述资源文件可按照 XML 格式迁移。 

 

 服务框架 

 事件框架 

 数据框架 

9.3 迁移方法 
使用存放着下述目录的专用电脑。 

/bin/convert.jar 

 

 使用下述命令显示帮助。 

>java –jar convert.jar 

 

 使用例 

java -jar convert.jar -app shopping -src c:/imart/doc/imart/WEB-INF/classes -dir c:/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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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1] 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J2SE) 

http://java.sun.com/j2se/1.4/ 

[2] Java 2 Platform, Enterprise Edition (J2EE) 

http://java.sun.com/j2ee/1.3/docs/ 

[3]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1.1 

http://www.w3.org/TR/xml11/ 

[4] JavaTM BluePrints EnterPrise BluePrints 

http://java.sun.com/blueprints/enterprise/ 

[5] JavaTM Servlet Specification Version 2.3 

http://java.sun.com/products/servlet/download.html#specs 

[6] Enterprise JavaBeansTM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 

http://java.sun.com/products/ejb/docs.html 

[7] Java Transaction API (JTA) Version 1.0.1 

http://java.sun.com/products/jt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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